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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2021 年第二屆台灣生態毒理研討會 

英文名稱：The 2nd Ecotoxicology Conference 

中文摘要報告： 

環境污染一直是全球十分關注的議題，台灣許多學者與民眾對於

全球關注的環境議題十分重視。2021 年在嘉義大學舉辦此『2021年

第二屆台灣生態毒理研討會』。研討會涵蓋的領域有農藥與殺蟲(草)

劑毒理分析、新興環境賀爾蒙毒理分析、重金屬毒理分析、塑膠微粒

毒理分析、奈米物質毒理分析與環境污染毒性效應評價方法研發等，

幾近涵蓋所有全球關注的環境污染物質議題。會議中邀請到中央研究

院鍾邦柱院士以『類固醇的功能與環境荷爾蒙的檢測』進行主題演

講。 

本次研討會原訂於 7月 19日舉行，原先報名人數達 200 人。後

因國內疫情因素延後至 9月 11日舉行，致使報名參與人數降至 160

人，研討會舉辦方式也因應防疫限制室內 80人以內規定，採取實體

與同步網路會議的方式來舉行。 

 

英文摘要報告：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toxicoloy are the issues and 

great concerned to the world. Most Taiwanese peopl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hemical distribution in our daily food and 

environment. The 2nd Ecotoxicology Conference was held at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on Sep 11. Ten speakers were invited 

to have the topics speech, the speech topics almost cover all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issues of global concern, which  

including toxicological analysis of pesticides and insecticides 

(herbicide), the toxicological analysis of emerging 

environmental hormones, the toxicological 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the toxicological analysis of plastic particles, the 

toxicological analysis of nanoparticl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toxic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r. Bon-Chu Chung, Academician of the 

Academia Sinica, was invited to be the keynote speaker, speaking 

on "The function of steroids and the de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hormones". 

The 2nd Ecotoxicology Conference was originally scheduled to 

be held on July 19th, and more than 200 participants were 

registered. However, due to the pandemic event, the conference 

was postponed to September 11, that resulting in the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participants falling to 160.We followed the 

regulation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role with no more than people 

in room,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he form of physical and 

synchronized online meetings. 

講員： 

國 別 職 稱 姓 名 

臺灣 院士 鍾邦柱 

臺灣 特聘教授 王應然 

臺灣 教授 吳淑美 

臺灣 教授 莊慧文 

臺灣 教授兼任副館長 陳德豪 

臺灣 教授 蕭崇德 

臺灣 主秘 蔡韙任 

臺灣 副教授 吳長益 

臺灣 教授 蔡正偉 

臺灣 助理教授 蕭伊倫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本會議的主旨在於: 1. 推動利用水生生物或其他生物進行環境毒理

學研究，2. 促進毒理學新分析技術之研發與交流，3. 加強國內相關研究

人員之技術與學術交流。本會議的研討主題為 1. 農藥與殺蟲(草)劑毒理

分析，2. 新興環境賀爾蒙毒理分析，3. 重金屬毒理分析，4. 塑膠微粒

毒理分析，5. 奈米物質毒理分析，6. 環境污染毒性效應評價方法研發。 

 現代工業化社會中，每天大量使用如塑膠、殺蟲(草)劑、染料、

清潔劑、化妝品與 3C電器等，這些日常生活相關產品，當其被丟棄至環

境中會逐漸分解而釋出一些環境毒物，在不同環境中，例如大氣、海洋、

河川、土壤和生物體內，都可發現它們的蹤影。這些物質對於生物體的長

期慢性毒性在最近逐漸引起社會的關注。首先會議將邀請中央研究院特聘

研究員鍾邦柱院士進行 Keynote speech “類固醇的功能與環境荷爾蒙的

檢測” ，分享在環境生替毒理多年研究經驗。1. 以農藥與殺蟲(草)劑為

例: 殺蟲劑與殺草劑在一些農業大國 (如印度與中國)使用量非常驚人，

有研究顯示殺蟲劑除了原本抑制昆蟲與植物生長功能之外、可以抑制魚類

神經系統中的乙醯膽鹼系統，造成水生生物行為異常。本次研討會中邀請

嘉義大學王文德教授講解 “斑馬魚模式探討植物成長抑制劑之生物毒

性” 。同時也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唐川禾教

授講解 “利用珊瑚脂質體學研究殺草劑之毒性” 。2. 以新興環境賀爾

蒙為例: 雙酚 A原本是製作塑膠產品物質，但是其結構與雌激素相似，若

是餐具老化或是高溫處理容易釋出，雙酚 A的慢性暴露可以造成水生生物

內分泌失調與個體雌性化的現象。本次研討會中邀請嘉義大學王文德教授

講解 “斑馬魚模式探討植物成長抑制劑之生物毒性” 。又例如塑化劑

DEHP，在台灣有不肖商人將其添加到奶粉中增加氮含量比，雖然塑化劑的

急性攝入可以經由尿液排除，但是其慢性暴露或是與其他重金屬所誘發的

集合毒性值得深入探討。本次研討會中邀請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科技系的廖

偉廷教授講解 “ DEHP曝露對病毒感染後之免疫調控及臨床表徵之影

響” ，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系的吳淑美教授講解 “重金屬與塑化劑在魚類

的研究:透過母方效應對其仔代成長與發育的影響”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

科技系的劉旺達教授講解” 斑馬魚模式探討三聚氰胺之致病機制” 。以

及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招名威教授 講解 “gpt體外細胞模型環境毒物分

析” 。 3. 以重金屬毒理為例: 工業重金屬或是稀土元素的添加可以增

加物質的特殊物體特性 (例如超導與磁性)，然而這些工業重金屬或是稀

土元素的低劑量長期暴露，對於水生生物的影響缺乏深入的追蹤研究。本

次研討會中邀請成功大學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王應然教授講解 ”斑馬

魚胚胎模式做為奈米銀安全評估替代測試策略的角色” 以及臺灣大學農

業化學系陳佩貞教授講解 “ 奈米金屬顆粒的生態毒性潛勢分析” 。4. 

以塑膠微粒毒理為例: 日常生活的塑膠製品，在環境中的宿命最後以粒徑



非常小的微粒顆粒形式釋放到淡水或是海水中，越來越多研究顯示這種海

洋塑膠微粒對海洋生物的負面影響很大，本次研討會中邀請臺灣大學生物

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廖秀娟教授講解 “秀麗隱桿線蟲 C. elegans 探討新興

汙染物慢性曝露及其調控分子機制” 。5. 以奈米物質毒理為例: 新興奈

米物質粒徑極小，可自由進入細胞膜，因此需針對其毒性進行評估，並對

其危害加以辨識。 本次研討會中邀請成功大學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王

應然教授講解 ”斑馬魚胚胎模式做為奈米銀安全評估替代測試策略的角

色” 以及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陳佩貞教授講解 “ 奈米金屬顆粒的生態

毒性潛勢分析” 。6. 以環境污染毒性效應評價方法研發為例: 目前由於

體學的快速發展，讓研究人員可以以較大尺度的代謝體學、行為體學與轉

錄組學等工具來研究環境毒物對生物的影響本次研討會中邀請東華大學海

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陳德豪教授講解” 抗憂鬱藥物對小丑魚領域

行為的影響”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蕭崇德教授講解 “ 開發行為組學

的新方法來研究化學物質的生態毒性” ，台大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

所林靖愉教授講解 “Metabolomics for environmental and 

toxicological studies using animal models” 。本次研討會涵蓋主題

寬廣，邀請的講員都是該領域較為優秀傑出的研究人員，相信能有效促進

學者間的交流，也能給後進學生一個較為全面的視野進行觀摩與學習。 

 

參加對象: 

全國產官學界從事生態毒理研究相關師生與研究人員，以及對環境議題關

注的人士。報名人數為 163 人。 

序號 姓名 (name)  職稱 (title)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1 杜念潔 學生 輔英科大 

2 張永 博士生/講師 台大醫學院 

3 施棋全 學員 社區大學 

4 張伯謙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5 陳年年 學生 嘉義大學 

6 余承諺 學生 嘉南藥理大學 

7 魏嘉徵 助理教授 台大公衛系/食安所 

8 陳淑娟 助理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9 林芳妘 助理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0 曾怜甄 碩士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 吳芷吟 研究生 東華大學 

12 鍾宇騏 專題生 國立臺灣大學 



13 吳家彤 碩士班學生 國立臺灣大學 

14 林翠霞 家管 無 

15 楊念潔 學生 台灣大學 

16 鄭可君 學生 國立臺灣大學 

17 林庭安 研究生 台大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18 楊紫淩 學生 嘉義大學 應用化學系 

19 簡達昀 學生 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20 施棋全 講師 社區大學 

21 陳俊憲 教授 嘉義大學 

22 陳昱澤 研究生 大葉大學 

23 林明德 副教授 慈濟大學 

24 曾柏傑 學生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25 呂水淵 研究員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26 張敬宜 助理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27 吳孟純 專任助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8 謝季吟 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9 陳盈州 教師 博愛國小 

30 王凱平 助理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31 洪舒宜 助理研究員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32 鍾易宏 學生 嘉義大學水生 

33 吳淑美 教授 嘉義大學 

34 燕琍婷 總監 天熹工坊 

35 施嶸旭 老師 嘉義縣新港國中 

36 魏秀亞 教師 鼓山高中 

37 陳毅宏 碩士研究生 學生 

38 陳毅宏 碩士生 無 

39 林蔚凌 秘書 精華中學 

40 王天敏 校長 澎湖縣七美國小 

41 陳麗文 助理教授 國內台中教育大學 

42 江運金 研究員 國衛院分基所 



43 游美淑 主任 國衛院分基所 

44 劉大瑋   國衛院分基所 

45 徐辰   國衛院分基所 

46 田羽萱   國衛院分基所 

47 蔡旻家 專任教師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國小 

48 柯玫君 教師 嘉義市世賢國小 

49 呂琹晴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食安所 

50 林怡臻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食安所 

51 黃盈瑄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食安所 

52 潘娟利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食安所 

53 李昱萱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食安所 

54 賴筱姍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食安所 

55 陳容甄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食安所 

56 李子寧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57 吳宣儀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58 張嘉育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59 陳姿羽 博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60 李艷林 博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61 王應然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62 張嘉育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63 陳姿羽 博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64 王應然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65 王應然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 

66 陳俊憲 教授 嘉義大學 

67 查佳昀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68 蔡思慧 技術專員 陽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 連俞涵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70 張芯瑜 學生 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71 

Fefi Eka 

 Wardiani Student 嘉義大學 



72 邱慶宇 學生 嘉義大學生農系 

73 

Petrus Siregar 

 (江次宏) Mr 中原大學 

74 Ferry Saputra Mr 中原大學 

75 

Michael Edbert 

 Suryanto Mr 中原大學 

76 Kevin Adi Kurnia Mr 中原大學 

77 Gilbert Audira M.Sc. 中原大學 

78 古幸宜 副理 台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KHALID AMJAD Master student 嘉義大學 

80 張皓宜 學生 嘉義大學 

81 朱琇慈 學生 嘉義大學 

82 吳宜庭 學生 嘉義大學 

83 李隆益 助理 嘉義大學 

84 蔡幸容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85 黃明祺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86 徐少軒 學生 嘉義大學水生系 

87 許必衡 學生 嘉義大學水生系 

88 嚴宥傑 學生 嘉義大學水生系 

89 莊富琪 教職員 嘉義大學 

90 林婉榆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91 陳一鈞 研究生 國立嘉義大學 

92 林靜如 專任助理 嘉義大學 

93 張維倫 研究生 國立嘉義大學 

94 鄭博瀚 研究生 國立嘉義大學 

95 蔡淑娟 助理教授 中臺科技大學 

96 林軒宇 學生 嘉義大學水生系 

97 曾博昀 學生 嘉義大學水生系 

98 柳亭妤 學生 嘉義大學 

99 莊師豪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100 王宏鈞 學生 嘉義大學 



101 林芳妘 助理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02 陳淑娟 助理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03 謝玉貞 約聘助理研究員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04 吳淑美 教授 嘉義大學水生系 

105 邱建智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106 吳長益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107 吳映潓 學生 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 

108 詹鎧瑄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09 林映儒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10 羅元廷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11 曾旻淳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12 王信翔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13 李晏忠 副教授 嘉義大學 

114 王文德 副教授 嘉義大學 

115 陳力群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16 劉晉成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17 黃鐘慶 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應 

118 陳宇倫 學生 屏東大學 

119 郭仲穎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20 美里斯 學生 蛋白化學服務參與人 

121 吳俞萬 學生 屏東大學 

122 李禎祐 學生 應用化學系 

123 郭思成 學生 屏東大學 

124 張俊毅 學生 屏東大學 

125 劉燕青 學生 國立屏東大學 

126 張俊毅 學生 屏東大學 

127 林楷軒 KAI 國立屏東大學 

128 翁晨峰 學生 屏東大學 

129 陳皇州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130 林益宏 學生 生物農業科技系 



131 林希儒 學生 嘉義大學 

132 賴俊豪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133 莊慧文 教授 嘉義大學 

134 陳鵬文 副教授 嘉義大學 

135 周蘭嗣 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嘉義大學 

136 陳宏銘 學生 嘉義大學水生系 

137 賴弘智 教授 嘉義大學 

138 張瑀芸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139 曾郁仁 學生 嘉義大學水生系 

140 簡春華 學生 嘉義大學生農系 

141 楊芷媛 學生 嘉義大學 

142 柯宇芳 小姐 嘉義大學 

143 林盛雄 學生 嘉義大學 

144 王靖瑜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145 顏嫚妤 同學 國立嘉義大學 

146 李育靜 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 

147 陳渏絹 學生 嘉義大學 

148 陳明慧 學生 嘉義大學 

149 簡春華 學生 嘉義大學生農系 

150 蕭崇德 教授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 

151 柯玫君 教師 嘉義市市立世賢國小 

152 蔡旻家 教師 嘉義縣立蒜頭國小 

153 潘素華 教師 桃園市立新路國小 

154 林嘉惠 教師 嘉義縣縣立後塘國小 

155 朱幼玲 教師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 

156 施嶸旭 教師 嘉義縣立新港國中 

157 魏秀亞 教師 高雄市立鼓山高中 

158 楊舒欽 教師 嘉義縣立民雄國中 

159 陳盈州 教師 嘉義市立博愛國小 

160 陳德豪  教授 東華大學 



161 蔡韙任 組長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62 蔡正偉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163 蕭伊倫 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 

 

邀請主講人姓名及學經歷: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任 

鍾邦柱 美國賓州大學取得

生物化學博士 

1986～1991年，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

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1991～2003年，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

物研究所研究員 

1999～2001年，

中央研究院學術諮

詢總會副執行秘書 

2001～2004年，

中央研究院學術諮

詢總會執行秘書 

2003～迄今，中央

研究院分子生物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 

2005～2007年，

國科會生物處處長 

2011～迄今，中央

研究院分子生物研

究所副所長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

物研究所 

王應然 台灣大學生化學暨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2017/08~迄今 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2017/08~迄今 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

險管理研究所 

合聘教授 

2014/12~2018/0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所長

2013/03~2013/07 

美國德州大學

M.D. 

成功大學醫學院環

境醫學研究所 



Anderson 癌症中

心 

分子與細胞腫瘤研

究所 

訪問學者 

2009/08~2017/0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教授 

2003/08~2009/0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副教授  

1998/08~2003/0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吳淑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生物研究所畢業 

(理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動物所 

研究助理 

國立嘉義農業專科

學校水產養殖科 

助教 

國立嘉義農業專科

學校 水產 

養殖科講師、國立

嘉義技術 

學院 

水產生物系講師、

國立嘉義 

大學 水產生物學

系講師 。 

嘉義大 

學水生生物科學系

副教授 

嘉義大學水生生物

系 

莊慧文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博士 

2015 ～ 迄今 ，

國立嘉義大學，教

授 

2012 ～2015 ，國

立嘉義大學生物農

業科技學系系主任 

2011 ～ 2015 ，

國立嘉義大學，副

教授 

2004 ～ 2011 ，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

農業科技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助

理教授 

2003 ～ 2004 ，

亞洲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研發部副主

任 

2002 ～ 2003 ，

明尼蘇達州立大

學，博士後研究 

1997 ～ 2002 ，

德州農工大學，博

士後研究 

陳德豪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校區野生動

物生態及環境毒理

學博士 

2014 迄今 國立東

華大學海洋生物研

究所副教授 

2013-2014 國立東

華大學海洋生物多

樣性及演化研究所

副教授兼任所長 

2012-2014 國立東

華大學海洋生物多

樣性及演化研究所

副教授 

2011 迄今 國立海

洋生物博物館副研

究員 2007-2012 

國立東華大學海洋

生物多樣性及演化

研究所助理教授 

2007-2011 國立海

洋生物博 

物館助理研究員 

2006-2007 國立海

洋生物博物館博士

級研究助理 2001-

2006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兼任研究助

理及助教 1999-

2001 國立台灣大

學動物學系專任助

教 

1997-1999 

中華民國海軍少尉

預官 

東華大學海洋生物

多樣性及演化研究

所 



蕭崇德 台灣大學漁業科學

研究所博士 

B.Sc. (1991-

1995) Department 

of Zo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M.Sc. 

(1995-1998) 

Institute of 

Fisheries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Ph.D. 

(1998-2002) 

Institute of  

Fisheries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Postdoc 

(2003-2004)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Distinguished 

Postdoc (2004-

2006)  Institute 

of Cellular and 

Organismic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Visiting 

scientist 

(2006/3-2006/12)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IMCB), A-Star, 

Singapore 

Visiting 

scientist 

(2009/7-2009/12)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

系 



Genome Research 

Center,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ssistant 

professor 

(2007/8-2013/07)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Center of 

Nanotechnology,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Associate 

professor 

(2013/8-now)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Center   

of   

Nanotechnology,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蔡韙任 博士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主秘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應用毒理組組長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研究員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副研究員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研究員 

吳長益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校區博士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

系副教授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

系 



系助理教授 

Postdoc. : 

University of 

Calgary            

UW- Madison  

 

蔡正偉 台灣大學 生物環

境系統工程系 博

士 

生命科學院生物科

技學系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生

命科學院生態暨演

化生物學研究所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

科技學系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生

命科學院生態暨演

化生物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生

命科學院生物科技

學系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生

技製藥暨食品科學

院生物科技學系 

副教授(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

心生態系多樣性組

組長 

 

中國醫藥大學 生

命科學院生態暨演

化生物學研究所 

蕭伊倫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

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博士 

台北醫學大學食品

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食品

安全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

後研究 

台北醫學大學食品

安全學系 

議程: 

 
日期 時間 講員 議程主題 

    



 
 

日期 時間 講員 議程主題

0830-0900

0900-0915

0915-1015 鍾邦柱 院士 類固醇的功能與環境荷爾蒙的檢測

1015-1040

1040-1110 王應然 特聘教授
斑馬魚胚胎模式在奈米物質生態毒

理替代測試的應用與展望

1110-1135 吳淑美 教授

雙酚A (BPA)和鄰苯二甲酸二乙酯

(DEP)透過母方效應對其仔代軟骨發

育與游泳行為的影響

1135-1200 莊慧文 教授
應用生物性製劑於農作物栽培以降

低農業汙染源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1200-1330

1330-1355 陳德豪 教授
海生館救援海龜排遺中海洋廢棄物

分析及可能之健康影響

1355-1420 蕭崇德  教授
利用水生無脊椎動物模型來進行污

染物質之毒理評價

1420-1445 蔡韙任 主秘
環境生物在農藥登記上的應用與展

望

1445-1500

1500-1525 吳長益  副教授
鋅缺乏對斑馬魚胚胎血管發育的影

響

1525-1550 蔡正偉 教授

從生態系代謝觀點解析金屬汙染物

在沿海半鹹水濕地之生物累積季節

性動態變化

1550-1615 蕭伊倫 助理教授

Uptake, tissu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al toxicity of

nanoplastics in zebrafish

embryos

1615-1645

1700-1900

Coffee break

Lunch break & poster viewing

參觀淡水生物資源中心 (賴弘智 教授)

Coffee break & poster viewing

會議總結與下屆會議交接儀式

晚宴 & 賦歸

9月11日

艾群校長致詞

報到時間



活動照片:(至少 10 張，請填寫照片說明) 

 

 

 

 

 

 

 

 

研討會辦理報到 

現場與會人員合影（符合防疫規定） 嘉大艾群校長致歡迎詞 

鍾邦柱院士進行專題演講 研討會現場一隅 



 

 

 

 

 

 

 

 

 

 

 

 

 

 

 

 

 

 

 

網路會議執行情況 

王應然特聘教授進行演講 

壁報展演（評審委員評分中） 壁報展演（評審委員評分中） 



 

 

 

 

 

 

 

 

 

 

 

 

壁報展演得獎者頒獎（蔡韙任主秘頒

獎） 

壁報展演得獎者頒獎（陳德豪副館長秘

頒獎） 

壁報展演得獎者頒獎（王應然特聘教授

頒獎） 

壁報展演得獎者頒獎（鍾邦柱院士頒

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