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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文

        ⾸先，祝賀⽣命科學暨⽣物科技學系系刊創刊號完成付梓，也
祝福⽣命科學暨⽣物科技學系系友們豬年『諸』事⼤吉。

 
        系名的全名為⽣命科學暨⽣物科技學系，簡稱⽣科系，⼤部分
看到系名的第⼀個印象是怎麼那麼⻑的系名，這當然是有歷史的，

研究所先成⽴，後成⽴⼤學部，⽣科系研究所先成⽴於⺠國82年，
原來名稱為⽣物科技研究所；⽣科系⼤學部成⽴於⺠國94年，原來
名稱為⽣命科學系；在⺠國103年時⽣命科學系與⽣物科技研究所合
併為⽣命科學暨⽣物科技學系，這就是⻑⻑11個字的系名的由來。
與國內其他學校相關科系相⽐，⽣科系的特⾊為「海洋資源」+「⽣
物科技」+「應⽤化學」的跨領域整合。
 
        系刊的創⽴謝謝鄒⽂雄⽼師以及所有參與系刊創刊的同學，才
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完成，從系上活動報導、實驗室⽣活專訪、交換

學⽣經驗分享、實驗室實習⼼得等，讓系刊串起⼤家的⼼。希望藉

由系刊的報導，系友們可以瞭解系上的現況、活動或同儕間的近

況，把系上的訊息，傳播到畢業的學⻑姐中，搭起⽣科系友的橋

樑，凝聚全系的向⼼⼒。

 
        在此希望這份系刊能產⽣迴響，後續的成⻑有賴各位⽀持與⿎
勵，最後也祝福所有的⽣科⼈順⼼如意、⾝體健康。

國⽴臺灣海洋⼤學 ⽣命科學暨⽣物科技學系 系主任
林秀美 謹幟
2019/05/30



實驗室生活專訪

採訪對
象: 何嘉哲

 學⻑

實驗室
: 蘇正寬

 ⽼師的
 

           
  ⾦屬奈

⽶質譜
學實驗

室⽬的:
藉由訪問⽣科系的學⻑姐於實驗室的⽣活點滴，

讓⼤家對以後的實驗室實情更加明朗清楚，⼀窺

實驗室的⾵情，做為未來選擇的參考。

原⾳檔

你在⾼中或更早前對實驗室的想法呢?
不太記得⾃⼰⾼中有無想過這類問題，應該是認為實驗室裡就是每天

⼀直做實驗，有機就是⼀直合成東西，分析就是不斷分析些有的沒

的；也有聽⾼中⽼師提到paper的部分，但仍覺得做實驗是主軸!
但真正在實驗室裡，實驗室是進度是program，收集前⼈的資料，了解
現實需求&困境，找出有價值的題⽬，再⽤實驗的過程來驗證，最後整
並呈現，因此實驗室的⾯向是⼗分廣的。

所以⼀個實驗室需要:收集⽂獻→選取需要的東西→判斷客觀需求與價
值→設計好的實驗及流程驗證⾃計的想法→衡量可⾏性→整理或的的
數據→發表，所需相當廣喔~

介紹實驗室在做啥

ICPMS，ICP感應偶合電漿(遊離⽅法)+MS質譜，於1980有相關
論⽂發表、1984儀器販售，⾄今以技術成熟。早期ICPMS⽤來
作環境樣品檢測，舉凡台南的烏腳病、彰化的鎘⽶……等重⾦屬
危害。近年來轉到⻝品。

從蘇正寬⽼師的求學歷程說起，當時候他的⽼師給了⽼⿏與質譜

為題⽬，是否能將兩者串起來。考量到質譜儀需要不間斷的供

料，⼜要避免活體⽼⿏於⿇醉中被吸乾⽽掛掉，為此蘇⽼師找了

許多儀器串成⼀個系統。(EX微透析+SP→質譜儀)另⼀⽅⾯⽤3D
列印光固化開發分析裝置(EX管柱)，直接⽤有功能的材料做出裝
置，免除合成的困擾。

所以有做過什麼樣的活體嗎?
⽬前仍在系統的最佳化。

撰寫者:余孟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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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譜
學實驗

室

為什麼想要加⼊這個實驗室

我是個搖擺、不三不四的⼈。⽽且實驗室的⽬標有

包括活體，雖然尚未開始，對我來說也是⾜夠了。

 
實驗室中認為最有趣的部分

當你學得越多，越熟知什麼時候什麼狀況要怎麼處

理應變，剛好符合⾃⼰不三不四的個性，與其說有

趣，不如說適合。其實⾃⼰不太判斷有不有趣，反

⽽在乎有與無的差別。

 
在實驗室要⼩⼼的

我們是做⾦屬分析，主要是處理⾦屬所⽤的酸類。

感覺不少實驗室都很少穿實驗⾐

其實中研院也是，除⾮危險會特別要求戴⼝罩、或

⼝罩。EX為了避免⼝中唾沫分解樣品、⽬標物。

認為⾃⼰不適合哪個實驗室

要看⾃⼰對那個實驗了不了解，⾄於⼈的相處、⼿巧…，原則
上，不知別⼈在幹嘛，就不知道⾃⼰能做甚麼。

 
實驗室的⽣活有無影響⽇常作息

只有⽤學校的網路才有辦法下載期刊、論⽂類。有排實驗做實

驗，沒實驗就讀書。

單就上機的時間可能就須⼗幾個⼩時，甚⾄需要⼀天或以上，

所以⾁體強健很重要。近⼀次就是Christmas，沒有特別累，
就是持續性很⻑。

有機實驗相較下時間稍微久⼀點，需要把物質純化，沒有就繼

續合成；分⽣可能是每天⼀點進度，有機是階段性任務，分析

集中於⼀段⻑的時間，每個實驗室階段性皆不同。

原來科學的世界也有⽞⽞的存在

沒有除魅化!
如果也有分數乖乖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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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譜
學實驗

室

正寬⽼師有特別要求什麼嗎

其實多數的⽼師都是很重視態度的、還有你的熱忱，雖然程度好的話可以⾛得⽐

較順遂，但態度與熱忱決定你是否能繼續⾛下去。

除了⼼態上的要求還有嗎

基本上⼼態⼤原則有了，那實驗就應該不會有太⼤問題。

其實蘇⽼師出現時間不⻑，通常是他有課的時候（⼤部份時間都在新⽵），因此

實驗室裡算蠻⾃由的。

主要是看⾃⼰是否能要求⾃⼰。很多時候⽼師不會要求，因此寧可⾃⼰要有向前

的衝勁，要由內⽽外作功！⽼師的要求:把⾃⼰的事情做好。也因此實驗室的成員
都很⾃律。

所以做實驗是最基本的，因為⼤家都會。

 
成就感

因為個性和經驗的關係所以我沒那麼在意，若稍微提⼀下，應該是順利的把⾃⼰

做的專題送上期刊，雖然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但是有始有終的完成⼀件事。

以前待過游泳隊，在選⼿過程中，⾃⼰只在乎是否能遊得更久更快，對於⽬前的

實驗報告完成後，則是想著下⼀個是什麼，較少停留在當下，繼續維持下去。

有無在此實驗室真正想做的事，雖然現在與未來的差異很⼤，但也是有相關性總

有⼀個真正追求的⽬標…
我認為學這麼多主要是去觀測世界，以前⾃⼰的興趣是歷史。不同背景看事情的

想法不同。

算是把觀察歷史的套路應⽤於想涉略的事…
差不多，當然選擇也是有實務上的考量。

避免樹酯受潮，這些液體都是酒精喔~
這就是課堂上說的

奈⽶材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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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譜
學實驗

室

⽬前所學何者能⽤於職場

如果你會操作某樣儀器的技術，那可以⽤這個儀器去找⼯作，或去有相關需求

的單位作技師、研究員、研究助理…。
加⼊碩班或研究室，通常⽼師會告訴你可以學到做事的⽅法，但這套⽅法的程

度你可以⽤到多好是很看⼈的。因為實驗室的操作按SOP來每個⼈的差別並
不⼤，不過找好的paper、取得資訊就是個⼈功⼒。
聽說質譜儀的技術、⽅法感覺蠻夯的

但要知道作技術員、技師這⾏是不是⾃⼰真正想做的事，然後如果想轉⾏也需

要有能⼒轉。因此必須⼀直學習、精進⾃⼰，以後如果想轉就必須要有其他的

實⼒。

 
⼼歷路程與求學研究

因為以前待過泳隊，對事物的想法較硬。以分數來說，能由多少秒就是多少

秒，所以過程中，我對表現是多少就是多少、相對的意義不⼤、實事求是，所

以對成就感不會有特別感觸。可能因為⽐較出來的結果蠻吃重環境。所以過程

中體認到⾃⼰怎麼活下去。

⼀路⾛來，不討厭念書，讀書是種⼿段，考試只是個制度過程。不管到哪都要

保持前進的狀態。

以前⾃⼰想過是否能當游泳選⼿，但看著⾃⼰的⾝⾼...覺得機會不⼤，所以游
泳這件事不是因為努⼒不夠，⽽是本來條件不⾜。但在其他領域相較於運動類

競技類型的⼜不⼀樣，還需要考量其他因素。不⼀定做得好，但可以做得成

功，綜合性質⾼。

所以⾃⼰實事求是、重絕對量，要求⾃⼰每天都要有規劃、進度。

實驗室主⼒之⼀ICPMS在此，他要吹冷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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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譜
學實驗

室

給學弟妹的建議

給⼤⼀:剛離開⾼中其實時間過得很快。要有好的習慣，讀書也
好、運動也好，不要使⾃⼰空空的，沒有⽬標。就算沒有⽬標，

也要要求⾃⼰運動或找想看的書，如此累積也許會對下⼀階段有

助益。⼤考後難免懈怠，但課程安排⼤⼆較⾟苦，所以好好安

排、習慣、”穩定的表現是很重要的”，不⾄於讓⾃⼰⼀段時間空
空的。

能過就過，想⼀想⾃⼰喜不喜歡，喜歡就繼續；不喜歡就找到⽅

向前進，但⼤三就是主要決策的時候。

因此要不斷累積、不要空空，如果空空，即使找⼈幫助，但那些

⼈也難以給你東西。

保持良好習慣是重要也實際的。
⼤家於實驗室平時的相處

⼤家平常個有安排，也不會互相打擾

ㄟ所以這些位⼦都有⼈嗎

並沒有。也因為蘇⽼師來海⼤的時間和我相同，但多數

⼈和⽼師不熟，所以⼈不多。

實驗⽅⾯呢

主要3D列印是最近的，質譜是主軸所以⼤家都會碰到。
印象深刻的事

維修ICPMS。因為東西不易壞，看到它被修理⾮易事。
 
⽀持⾃⼰前進的原因

單純的原因:想要有更好的表現須不斷的努⼒。為確認與
看結果。

3D列印，光固化與熱塑形



生物資訊的展望
-洪國勝老師的採訪

受訪者  : 洪國勝博⼠
曾是唐⼠杰⽼師實驗室的學⽣，畢業於海⼤⽣技所博⼠班，後來到中研院

作博⼠後研究，曾任職於⽣物資訊公司，⽬前⼯作7年，5年的時間在⽣物
資訊領域，現在是集團的科技顧問。

撰寫者:蘇威霖

⽼師，您好，這邊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師，想問⽼師，⽬前在哪間公司⼯作，以及⼤

多負責什麼樣的⼯作? ⽼師曾經在哪些地⽅就職? 與⽣物資訊有相關嗎？
⽬前在擔任科技顧問，早期是在中研院，中研院⼤多使⽤pymol，還在學⽣階段，碰
觸了關於結構的研究，所以也有接觸到blast，後來有也碰到演化樹的分析，但出去⼯
作的時候，遇到的狀況很廣，架設伺服器，以及很多其他零雜的任務，依照客戶的需

求，只有使⽤到python，程式設計的應⽤還是要看客戶的要求。
 
想問⽼師，我們現在⼤多都有修程式設計，如果⾛⽣物資訊這個領域，有沒有推薦要

寫什麼程式語⾔還是對程式要有什麼樣的理解，我們需要涉略其他領域? 會覺得學⼠
畢業的我們能直接投⼊職場嗎？

作⽣物資訊領域的⼈，對⽣物的瞭解還是有些深度，現在很多python以及套件等等
的，現在學習程式語⾔對⽣科系的⼈來說，⾨檻已經降低很多，學程式語⾔主要是應

⽤在問題上，學⽣如果要學的話，訂⼀個⽬標，然後想辦法去解決，在⼯作的時候也

是被客戶逼出來的，因為解決問題才學這個技術，才不會有不知道為什麼⽽學的困

擾。⽣物資訊團隊，裡⾯有很強的資訊⼈才，但是因為他們並沒有⽣物的基礎，所以

分析出的影像不是⽣物分析所要的，還有統計上的意義，還有P value等等的，他們可
能做分析出錯的東西還不⾃知，他們也還有想要去寫已經存在的軟體，去做⽩⼯，資

訊的東西還是要和不同領域的⼈討論，不然可能會⽩忙⼀場。兩個領域畢業都可以，

但是⼯作碰到的項⽬五花⼋⾨，也要應付這些壓⼒，碰到的問題很多都可能是⾃⼰沒

碰過的，通常作NGS或醫療的公司，他們都會開徵這樣的⼈才，但也會因每間公司的
⽅向⽽有不同，⾯對壓⼒的能⼒和不同問題的能⼒以及基本的學科基本功的話，就算

問題很難的話，基本功好還是能夠解決，這兩個學位畢業⽐較直接的就是薪資上的落

差，有些職缺是需要碩⼠才能擔任，如果沒有經濟壓⼒的同學，還是⽐較推薦去拿碩

⼠學歷，找⼯作就跟找好的⽼師和好的⽼闆是相同的道理。

唐世傑



生物資訊的展望
-洪國勝老師的採訪

在這個領域發展的話，⼤多會到那些地⽅從業? 有沒有可能會在學校或是其他學術單
位做研究？

很多的醫療集團和定序分析公司，都會有相關的職缺，中研院使⽤的東西和海⼤的也

完全不同，但好的學校的資源也⽐較好，中研院很多⼈作NGS，分析完以後可以直
接在院內找⼈處理，以及中研院有很多資源，學習NGS也⽐較容易，不⼀定要去中
研院，要找到⼀個可以引導你的⽼師，會⽐有資源的環境重要，但中研院的研究壓⼒

也很⼤，標準很⾼，所以不是⼈⼈都適合。

 
如果我們投⾝到這個領域，⽼師覺得我們應該要會什麼事情、能⼒還有具備什麼樣的

態度?
基礎很重要，⼀技在⾝就可以應付五花⼋⾨的問題。除了⾃⼰的學習的能⼒外，還是

要廣結善緣，很多⼯作都是透過別⼈介紹過去的，因為⼤家互相幫忙、互相介紹，如

果你不是最頂尖的話，你需要更多的⼈脈，同事間的話相幫忙，如果你是最頂尖的

話，就會有很多⼈找你，你在學校要好好培養，進職場就不⽤太擔⼼，多幫助別⼈。

 
⽼師覺得⼤數據是什麼?
⼤數據就是⼈沒辦法⽤⼿處理的數據，就是⼤數據，只是⼀個議題，主要還是有什麼

辦法可以處理⼤數據，以前microarray的資料可能只有10萬筆，但NGS，出來以後可
能每次都100萬筆，就已經完全沒辦法⽤以前⾁眼的⽅法解決，⼤家互相合作，不論
是我們的客戶或⽼師皆需要互相幫助，現在當學⽣的時候，要拓寬⾃⼰能⼒的廣度，

以後出社會，就可能沒辦法再學習，回家就累了，有家庭要養的壓⼒，最後出了社

會，要去外⾯學東西都會收更貴的價錢，學⽣學東西都很便宜，要更珍惜當學⽣的時

候。



生物資訊的展望
-洪國勝老師的採訪

台灣有沒有哪幾家公司有計畫性的發展或實際⾯的應⽤，以及他們各⾃在做什麼樣

的事情? 您對⽣物資訊在台灣的前景，有什麼樣的看法，近期還有很⽕熱的⼈⼯智
慧，在⽣物資訊領域哪個部分是⽼師覺得很有潛⼒?
要建⽴在有⽣物基礎的前提上來做應⽤才會有⽐較好幫助，像是以前的經驗，有⽣

物資訊⼩組所研發的AI要判斷癌症細胞，但⼀開始⼈⼯學習就學習到錯誤的資訊，
依然是需要有⽣物背景的⼈去挑照⽚餵給⼈⼯智慧，也因為不知道癌症照⽚的特徵

所以演算法就直接寫錯了，根本就沒辦法⽤。有個⽼師分析南部洗腎頻率為何那麼

⾼，他⽤⼈⼯智慧分析，得到⽔有問題，⽼師也深信不疑，拿去發表，但⼤家都知

道南部洗腎率很⾼是因為吃電台的假藥，garbage in garbage out，電腦學習只是
輔助，AI學習還是需要錢和設備，會花⽐別⼈更多的時間，結論是盡量是找有這個
資源的單位去學去⽤，剩下就是⾃⼰想法的實踐，以及想法有無問題。AI算是把不
規則的資料找出規則，但還是需要餵給正確的東西，AI的學習量與讓他們學的東西
地蒐集，你還要找到資源來配合，找資源，還有給圖的時候還是需要專業⼈⼠的註

解

 
⾛⽣物資訊的話，還是要學會寫程式，但⾛到什麼程度還是要看未來的需求，如果

前⾯有個題⽬，就會⾃⼰去學，除了學會C語⾔還有python，還有學會SQL和R，
寫程式很多還是看個⼈的天分，經歷很多的案件下來，只要能解決問題客戶的問

題，如果能解決的話，就不需要太擔⼼，⾄於程式寫地漂不漂亮，後來再考慮就

好，當下能先解決問題為優先，就算寫得不漂亮也沒關係，條條⼤路通羅⾺，還有

程式碼每⼀⾏都要寫註解，這樣交給別⼈才能延續和維護，寫好註解才有辦法做程

式的交流，寫註解雖然是⼩動作，但千萬不能⾺⻁，可能需要⼤量的案件去摸索，

可能某⼀天就開竅，知道其中的關聯，甚⾄是配合⽤戶，去使⽤excel，⽤excel做
模板，然後再去教客戶，這樣可以減少⽐較多的問題，⽤戶也可以⾃⼰處理問題。



海研二號專訪

        海硏⼆號是由⾏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教育部共同撥款建造及維護之硏究
船，由本校管理及營運。國內尙有海硏⼀號及三號，分別由國⽴台灣⼤學及國

⽴中⼭⼤學負責管理，構成我國之海洋硏究船隊。

        主要⽤途除供本校海洋教學硏究之外，並供國科會 補助之專題海洋硏究計
畫及其他產學建教合作計畫之⽤。

船舶介紹:

        海研⼆號係由教育部與科技部共同出資，
並於西元1994年由⾼雄慶富造船廠建造完成，
完⼯驗收後隨即交由海洋⼤學負責管理維護及

運作，另1艘相同規格之海研三號，則交由中⼭
⼤學負責管理維護及運作。

        研究船運作所需之⼈事、⾏政與船體設施
保養等船務⼯作與費⽤，由管理學校負責。隨

船探測所需貴重儀器的例⾏性保養和維護、儀

器的汰舊換新、新世代儀器的引進、油料補

貼、技術⾏政⼈⼒等經費，研究船的管理學校

每年以計畫型態向科技部提出申請，達到⽀持

科技部資助之有關研究計畫、學⽣實習以及產

官學等建教合作計畫得以順利執⾏之⽬標。

        本船主要規格如附表所⽰。配備之推進引
擎爲柴油六缸主機，最⼤出⼒⼀千 三百匹⾺
⼒。具可變螺距之⾞葉⼀具。船艏 另配備電動
四⾞葉艏推器⼀具，使操船運轉更靈活。

        最⼤航速⼗三點七⼀節，續航⼒七天。航
儀配備先進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於任何
時間均可確知船位。通訊設備除可提 供短中⻑
距離之船岸連繫，並可透過國際衛星通訊設備

傳真圖⽂資料。

海硏⼆號主要設施

撰寫者:王晨祐、李賢恩 、 余孟謙 、
廖弘喆 、 林軒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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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板備有絞機三部，均配備三千五百公 尺⻑之粗細鋼纜，以供有關海洋之物理、化
學、地質、⽣物等⽅⾯硏究之⽤。

        另有實驗室兩間及電⼦資料室⼄間。
        主要裝備包括各種探測記錄儀器、超⾳波多層流速計(ADCP)、科學測深⿂探聲納系
統(SIMRAD EK500)、溫鹽深儀(CTD)、輪盤採⽔器(Rosette)、表層海⽔⽔⽂及⽣化特性
巡航儀、 採泥器、以及各種氣象資料之收集器等。這 些設備可⽤以即時觀測海⾯上的氣
象資料、 表⾯海⽔的⽔⽂及⽣化特性、海⾯以下的海流與浮游⽣物豐度、海底地形等，
並可進⾏海⾯⾄海底間不等深度（最深可達6000公尺）海⽔特性的即時量測、⽔樣的採集
以及海底底泥的採集。

        另外亦有鋼纜絞機系統可提供浮游⽣物拖網以及各式拖曳式觀測儀器的施放。

上層甲板

主甲板

下層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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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介紹:



海研二號專訪

        船上有各種的航海儀器，像是雷
達、磁羅經、電羅經、電⼦海圖、無

線電等等…船上的許多設備都有它的
⼀席之地。

 
        船在晚上時外⾯是⼀⽚烏漆抹⿊
的，⽽雷達卻可以掃描到物體；磁羅

經指的⽅向是磁北極，⽽電羅經指的

是真北極；

 
        電⼦海圖可以規劃航線等等…
 
         有時候⽐較重要的設備通常都會
有備⽤的，像是海研⼆號上的無線電

通訊設備就⾼達三套之多。

        氣象儀可以得知⾵速、⾵向、氣
壓、濕度、溫度等等氣象資料，這些資

料對於航⾏安全極為重要。

 
        像是如果看到氣壓驟降、⾵速增
強、濕度上升、海況不佳時就是代表颱

⾵來了或是船正在颱⾵附近了。

 
        船上並沒有網路，所以就更凸顯了
氣象儀的重要性

⼤副向我們講解船上的航海儀器

⼤副向我們解釋氣象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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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船內的航⾏設備外，當然也少不了船外的⼤型機械設備與緊急設
備，

        絞纜機除了廣為⼈知的在港邊固定船之外也可以拿來拋船錨⽤，船錨不
僅僅可以在汪洋中固定船隻，同時也可利⽤船錨的特性來做為緊急煞⾞之⽤；

⼯作艇顧名思義，⼯作⽤的⼩艇，有時候會需要下⽔去採集東西或是需要下⽔

去探測等等作業時，就會利⽤吊臂將⼯作艇吊⾄海⾯，⼈員再從船上跳下即可

開始作業；

        救⽣艇是很重要的緊急設備，在發⽣船難時勢必會⽤到的設備之⼀，別
看那⼀個⼩⼩的東西，裡⾯的橡⽪艇可乘載⾼達15⼈之多，⽽且還有乾糧、
飲⽤⽔、求⽣⼑、信號彈等等…求⽣⽤具，並會定期更換，以確保航⾏之安
全。

⼤副向我們介紹船上的⼯作艇

⼤副向我們介紹海研⼆號上的救⽣艇

⼤副向我們講解絞纜機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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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海研⼆號是⼀艘研究
船，除⼀些航⾏及安全必須設備

之外，當然少不了作為研究使⽤

的器材裝置及空間啦，很多時好

在船上不容易作業，如果⼜剛好

是⼀些需要保存的⽣物樣品之類

的，船上的⼤型冷藏及冷凍庫就

可以派上⽤場了，當然裡⾯可不

能冰⻝物呢。

        CTD是⼀種基礎的⽔⽂探
測儀器，可⽤來探測溫度、鹽

度及深度，也可以拿來掛載光

度計、螢光探針、溶氧探針之

類的探測儀器，雖然很可惜的

是，我們並沒能看到本體，因

為剛好儀器都被拆去檢修了。

雖然如此，但⾝為技術⼈員的

⿓哥，也能講得津津有味，盡

量讓我們能夠了解他對於這⽅

⾯的熱情。

船上的冰儲空間

⿓哥向我們講解溫鹽深儀

(CTD)的設置⽅法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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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瓶是分析海⽔組成的重要儀器，他可以在不同的深度採⽔，來分析
不同深度海⽔的溫度、鹽度、⽣物量、葉綠素濃度等等…
        表⽔溫鹽儀則是，與CTD不太⼀樣，CTD通常只能採垂直分層的部分，
然⽽表⽔溫鹽儀則可以採集⽔平的部分，在海研⼆號上，表⽔溫鹽儀，是分析

從船底進⽔孔抽進來的海⽔，因為會經過機艙，所以會被加熱，跟實際的溫度

差，據⿓哥所說⼤約是0.2℃左右，然後基本上探測的東西都跟CTD差不了多
少。

採

⽔

瓶

⿓哥向我們解說採⽔瓶的構造及功能

⿓哥向我們⽰範怎麼收集CTD的資料

⿓哥向我們

講解表⽔溫

鹽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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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

請問您覺得海研⼆號有甚麼地⽅是需要改善的？

海研⼆號需要改善的地⽅，卻也是沒辦法改善的，畢竟已經25年了雖然都習慣了，
但有時還是會很不⽅便，像是居住空間、⽣活空間、廚房、衛浴設備等等…⽣活機
能的部分，空間狹⼩，設備⽼舊，有時候只要上船的研究⼈員⼀多，常常會三、四

個⼈擠⼀間房，洗澡也常常需要排隊；

在儀器當⽅⾯也是，設備⽼舊，不能說不能⽤，只能說堪⽤，但不好⽤，未來在新

海研⼆號的時候，⽣活空間都會變⼤，設備也都會換成新的，會更好⽤，能更順利

的操控船舶；

⽽且在海研⼆號上並沒有造⽔機，最多就只能航⾏7天，7天⼀定要回港⼝補給淡
⽔，因為⽔不夠了，但新海研⼆號就有造⽔機了，不過就我的經驗，通常造⽔機的

⽔還是不要拿來喝得好，只會拿來洗澡、洗⼿或是儀器的冷卻⽔之⽤。

在海上的過夜⽣活是如何呢?
其實就跟在陸地上沒什麼差別，⼀樣都是吃喝拉撒睡，

頂多就是晚上無聊的時候去甲板看星星罷了，只是有時候在海況不好的時候會很

容易暈船，平衡感不好的⼈⽐平衡感好的⼈更不容易暈船，⽽且真的很晃的時

候，就跟雲霄⾶⾞或海盜船⼀樣，餐盤都會⾶出去，要注意⾃⼰的安全，像我就

曾經在船上浴室滑倒過，上眼⽪縫了六針，還撞斷了三根⽛⿒。

⽽且在船上盡量不要熬夜，因為⼀熬夜就會特別容易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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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份⼯作呢?
其實我想做這份⼯作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錢，我本⾝對這個⼯作，不喜歡

也不感興趣，但是因為家裡，需要⼀個穩定的收⼊來源，⽽且我本⾝也並不擅

⻑讀書，沒辦法當醫⽣、律師、法官，再加上我本⾝就是航海科系畢業的，所

以才會選擇這份⼯作，

像我本⾝，從海⼤畢業跑遠洋的船，⽉薪起薪就9萬3了，熬了6、7年好不容
易做到⼆副就有16萬了，⽽且這段時間我也周遊了六⼗幾個國家，可是唯⼀
缺點就是，10個⽉才能回家⼀次，會很孤單，有時候家裡的⼈過世了，也沒
辦法⾺上回家奔喪，把報告寫⼀寫，盡快回去差不多也要快⼀個⽉的時間，通

常就都已經送上⼭頭了，甚⾄我也有經歷，⼈就直接死在船上的，⼼臟病發、

或重傷等等…就算⾺上叫直升機，在遠洋中央，直升機來回也要差不多⼀天的
時間，常常會來不及急救然後就往⽣了。

⽽且做這份⼯作需要拿很多張證照，我花了五年多的時間來取得做這份⼯作需

要的證照，急救、滅⽕、雷達操縱等等…⽽且這些證照都是國家的，但國際適
⽤，像我做⼤副⼤概就有16、7、8張證照，⽽且這還是本科系畢業的，如果
是⾮本科系畢業的，最快也要2、3年才能做⼀等船員。

不過如果問我為甚麼想要來海研⼆號⼯作，其實說真的我以前根本沒有想過，

不過來這邊跟遠洋的相⽐，愜意許多，雖然薪⽔整整少了⼀半，但近洋有時候

也有訊號，可以跟家⼈聯絡，⽐較不會寂寞，⽽且需要緊急救護的時候也⽐較

不像遠洋⼀樣需要耗費那麼多時間，像我上次滑倒，送到醫院也差不多2⼩時多
⽽已，再加上是在公家單位上班，基本上⼯作很穩定，有時候遠洋可能要等半

年才會有⼀班也說不定，你只要不要把船撞了、燒了或是打架滋事，通常都是

永久雇⽤的，基本上⼯作嘛，還是快樂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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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作的期間有沒有發⽣甚麼有趣的事？

可多的呢！畢竟在遠洋跑了⼗年，我曾經看過浮冰、極光阿，還有鯨⿂、海

豚，也因為跑了很多國家，看到了許多國家不⼀樣的⽂化，像事我以前不知道

袋⿏是可以吃的，⼀直到澳洲我才知道，⽽且他們的超市就有在賣，然後在⾮

洲也可以買得到鴕⿃蛋，也有去荷蘭看過所謂的紅燈區，也曾在泰國看過⼈妖

秀，或是在義⼤利，也看過梵蒂岡、羅⾺競技場、威尼斯，也去過西西⾥島，

但也是有遇過⼀些危險，像在紅海就有遇過海盜，如果要經過那裏，我們就會

請荷槍實彈的保全上船，或是請附近國家的巡洋艦護航，帶我們到安全的航

線，就像之前四維航運，就死了⼀個船⻑、⼀個輪機⻑，在國外也是會遇到⼀

些像是搶劫阿、偷竊阿，尤其是歐洲，很常發⽣。

如過說在海研⼆號的話，那麼就是有⼀次中⼭的研究團隊，要去⻱⼭島研究海

底熱泉，就會下放⼯作艇，然後那些研究⽣們就跳下去潛⽔了，不然就是我滑

倒的事了。

還有⼀個值得⼀提的就是，領港⼈，也就是引⽔員，像在基隆港⽉薪就40萬左
右，⾼雄港⼤概6、70萬，在⿆寮甚⾄⾼達120萬，代表著年薪破千萬，因為⿆
寮是化學⼯業台塑的港⼝，領港⼈的⼯作本⾝就很危險，再加上是⼀些運送化

學原物料的船，伴隨著⾼⾵險薪⽔⾃然就⾼，⽽且說真的，我也不會想做，除

了我能⼒不⾜，⽽且他要的資歷也很難熬，我覺得，如果當了領港⼈，是很可

悲的，因為你幾乎等於把你⼀輩⼦的時間都奉獻在海上了。



海研二號專訪

您對實習⽣或學⽣有什麼樣的期許呢？

基本上就是安全、安全、再安全。

不過如果是要從事這⽅⾯⼯作的學⽣，

我說真的，我不會⿎勵，因為真的太⾟

苦了，再加上我期使本⾝就不太喜歡這

個⼯作，你要我去⿎勵，也很難，我是

因為⼩時候家裡窮，真的沒辦法，只能

找⼀份收⼊⾼的⼯作來做，不過你是對

其他放⾯有興趣的學⽣，那麼你要考慮

到很重要的⼀點，那就是你這個⾏業以

後能不能養活⾃⼰，像你喜歡畫畫，可

是在台灣100個畫家，出名的可能不到
⼀個，這很現實，但也是你不得不考慮

的。

⼤副李應聖，是⼀個很⾵趣的⼈，雖然有

些內容不⽅便刊登出來，但他是⼀個⾒識

很廣的⼈，有著⾃⼰的⼈⽣哲理〝快樂就

好〞，雖然有時候還是得順應別⼈，但是

不⽤符合別⼈的期待，因為你有著⾃⼰的

選擇，你⾃⼰才是你⼈⽣的主⼈。

⼤副李應聖與採訪團隊的合照



交換學生經驗分享

        於2018年，⼤⼆的時候，我到了北海道⼤學當半年的交換⽣，半年中，
學著怎麼⼀個⼈在國外⽣活，怎麼聽懂⽤⽇⽂上的專業課。在國外⽣活對我來

說當然很新奇，⽽且北海道⼜是旅遊勝地，去之前當然覺得⾃⼰在半年中⼀定

要玩得痛快，但去旅遊和去⽣活還是有點不⼀樣，要是現在再讓我選⼀次當初

要不要去⽇本交換，我想我說不定會有點動搖，在北海道，每天得到的體驗與

新奇都很多，但並不代表在夜深⼈靜時，不會感覺到孤獨與無助。

        除了⽇本⼈，北海道⼤學是很國際化的學
校，所以可以認識到各式各樣的外國⼈，韓國、

越南、⽐利時、中國⼈，⽇本⼈⽐較封閉⼀點，

所以剛去的時候最主要是會認識這些外國⼈，⽽

後，透過上課、社團，也會漸漸認識到⽇本⼈，

有些交情很好，交換回國後還跑來台灣找我們

玩，現在也還有在連絡，我想這是交換出去最⼤

的收穫，認識不同國家的⼈，有時可以刺激新想

法，有點脫離同溫層的感覺。⽽到⽇本認識最多

的⼈，還是台灣⼈吧，同家鄉的⼈總是⽐較好

聊，儘管來⾃不同學校、年齡、科系，⼀起約去

看夜景、吃湯咖哩、唱卡拉ok、喝酒喝到凌晨3
點、聊聊怎麼想來北⼤讀碩⼠，聽聽每個⼈的故

事，並想想⾃⼰要有怎樣的故事，這應該是我在

北海道收穫最多的東西了。

北海道⼤學-姊妹校交換

農學部招牌

我的宿舍-北⼤惠迪寮

和外國⼈吃飯

撰寫者:何玟霖



交換學生經驗分享

        ⽽在⽇本的⽇常⽣活，北海道哪間超市很便宜?什麼時候會貼5折標籤?札
幌哪裡好玩?⽣活費多少?出國都變邊緣⼈?等等的問題，還是留給您⾃⼰去體
驗吧，⾃⼰去試試⼀定⽐別⼈說有趣多了，對吧!!

        總之，這樣出去半年，去到北海道的哪裡玩過都不是重點(因為在那邊也
沒錢⼀直出⾨就是…)，到那邊上的專業課也不是(不過我修的還是有過喔)，和
那邊⼈的相處與交流，⾃⼰得到的啟發，才是留得下來的東西，這是最⼤的收

穫。假如現在讓我選要不要去交換，我會猶豫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吧，現在想

想，原來⼤⼆下是最後和班上同學最接近的時候了，各選各的課，各過各的⽣

活，說不定在路上也不⼀定認識，我在⽇本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但我也失去

了⼤⼆下和同學們更加認識的時間了。



長庚醫院實習報導

⼀、實習內容

      (⼀) 醫療問卷
             幫助⺠眾了解，這次檢查的注意事項，以及檢體之後去向的同意書說明和簽
             名，以及協助年⻑者、視⼒較困難或不識字者填寫問卷，採⽤⼀問⼀答的⽅
             式。
 
      (⼆) 檢體蒐集整理
             檢體蒐集完後，會分成⾎液組和尿液組，實習⽣會需要將蒐集的檢體做初步
             離⼼，分離雜質的處理，之後分裝檢體已便之後機器做進⼀步分析檢查。

⼆、實習課程規劃

      (⼀) ⾏前訓練：舉⾏於正式活動前，簡介活動當⽇⼯作內容、安全宣導，知會注
             意事項以及發放當⽇將詢問⺠眾之同意書與問卷，並作簡單的現場演練與問
             卷對答練習，需時約4⼩時(⼀個上午或⼀個下午為佳)。
      (⼆) ⼈體試驗倫理課程：為確保受訪者的權益沒有受到侵害，參與的全部⼈員，
             皆須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
      (三) 收檢活動：正式的收案活動⽇，上午的⼯作內容主要有:
             1.協助同意書與問卷部分，須直接與⺠眾溝通(現場將以⼀個員⼯指導⼀⾄兩
                位實習⽣⽅式進⾏，有問題隨時可向⾝邊的指導員詢問)。
             2.場控部分，協助現場指揮⼈員控制全場⼈員秩序，並視情形⽀援報到站、
                回收站、胃幽⾨桿菌站。⼯作分配上，希望兩個部分，實習⽣均能實際運
                ⽤，所以⾄少此部分須出席四次。

撰寫者:林軒良



長庚醫院實習報導

      (四) 收檢活動：正式的收案活動⽇，中下午的⼯作內容分為
             1.⾎液分檢部分:此部分希望實習⽣能學習各種⾎液離⼼之⽅式，實際⾎
                液檢體的分裝與保存，由於⾎液分裝係具感染性質之⼯作，希望實習⽣⾄
                少出席兩次，第⼀次協助操作，第⼆次於指導員協助下，在不破壞、延誤
                整體收檢過程之前提，實際進⾏⾎液的分裝。
             2. 尿液分檢部分:該部分希冀實習⽣能協助尿液之離⼼，並實際進⾏尿液檢
                體的分裝與保存，希望實習⽣也能在此部分出席兩次，確實能了解該部分
                的運作機制。
      (五) 發報告活動：實習⽣了解收案整體活動後，希望能出席⼀⾄兩次的發報告
             活動，主因在於
             1.現場有衛教師解釋整個台灣社會慢性肝病、腎病、代謝症候群相關課程
             2.並有醫師到現場與⺠眾⼀同討論報告內容，實習⽣在協助發與⺠眾報告
                後，希望實習⽣均能參與整體衛教活動，若對檢驗報告中各項檢驗值有所
                疑惑，由現場醫師協助指導，相信能讓實習⽣不虛此⾏，原則上⼀個⾥
                (社區收檢單位)發報告時間為⼀個上午或⼀個下午，希望實習⽣⾄少能2
                到4個⾥的場次，確實了解衛教內容與各項檢驗數值所代表意義，實際了
                解整個收檢活動對社區醫學衛教以及健康提昇上之助益。

三、可學習到的經驗

(⼀)  與⼈溝通的技巧與耐⼼
(⼆)  熟悉Pipet的操作
(三)  了解實驗室規則
(四)  認識⻑庚的⼯作環境及內容



中研院參訪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參訪合照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物研究所

與研究員晤談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物學研究所

研究介紹1

中與究
央個所
研體∣
究⽣研
院物究
細學介
胞研紹
      2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

物學研究所_研究介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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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物學

研究所_電⼦顯微鏡中⼼
我們海⼤⽣科系的學姊許惠真副所⻑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物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

⽣物學研究所參訪合照

撰寫者:林秀美 ⽼師、鄒⽂雄 ⽼師



大一實驗室實習心得
-許富銀老師實驗室

1.培養⻣⺟細胞
    ⼀開始不管做什麼都覺得好新奇，就連配置實驗室的最基本
MEM都覺得很酷，直到後來開始進⼊實驗階段，使⽤無菌操作
台和烘箱等等之後才真的慢慢建⽴起⼀些在實驗室該了解的規

則，也學到了培養細胞的流程和液態培養盤的功⽤。(右圖:液態
培養盤，真的是第⼀次看過)

2.MTT試驗
    剛開始MTT試驗的時候真的是全程霧煞煞，實驗室學⻑幾乎是講
什麼我就不懂什麼，只能先照著指令做，記下⾃⼰剛剛做過什麼，

然後回宿舍之後狂爬資料。像是當時要⽤trypan blue染⾊時，我完
全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數⽩⾊的，未被染⾊的細胞，後來才知道因

為他染的是死細胞(左圖:當時數細胞⽤之⾎球計數盤，也是第⼀次看
到);之後使⽤的DMSO也是回去之後才知道是什麼，以及第⼀次使⽤
ELISA reader，我想這應該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項實驗了吧，花最
久時間，也是最燒腦的~

撰寫者:董秉宜



大一實驗室實習心得
-許富銀老師實驗室

3.培養⼤腸桿菌及⿈⾦葡萄球菌
    最輕鬆也最有趣的部份，⽽且是在⿈培安⽼師的實驗室，在海事⼤樓，相
較於許富銀⽼師的實驗室在離⼥⼀宿較遠的綜合⼆館，可以待在實驗室久⼀

點。

    這項實驗的器材也都是第⼀次看⾒，像是畫菌需要的鉤菌棒和固態培養
基，畫菌的步驟和訣竅也是在此學起來的，雖然在做⼆重複的時候還是不⼩

⼼把E.coli的培養基鉤破了哈哈，不過之後的菌我覺得⾃⼰都畫得還不錯，
⾄少都很⼤顆⽽且不會過於密集⾄無從下⼿，還滿好鉤的。(右圖:⻑了⼀天
的⿈⾦葡萄球菌)

4.Tc抗菌試驗
    我還記的這部分也是⼩燒腦，在算稀釋菌液那裡也是卡了很久，後來加完
稀釋後菌液和稀釋後Tc的時候⼿真的超酸，⽐做MTT試驗時加MTT和MEM時
還多孔，我和另外兩位同學都各加了快20分鐘，記得那時最後⼀孔弄完的時
候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哈哈哈 ~ 不過後來⽐較可惜的是另外兩位的放進烘
箱⼀天之後竟然蒸乾了，實驗數據只剩下我的可以做參考，不知道結果到底是

好還是不好，因為稀釋成不同濃度之後出來的OD值還是沒有差很多，可能是
Tc太強了 ~



大一實驗室實習心得
-林秀美老師實驗室

        在⼤⼀下學期的⽣物科技產業概論中，我們這群⼤⼀的菜⿃們有了可以
進⼊各位⽼師的實驗室實習的機會。當初在決定要進⼊哪⼀個⽼師的實驗室

時，每⼀個⽼師都有其不同的特⾊，⽽且⼤⼀上學期時也聽過每位⽼師的實

驗室介紹。⽽當初我聽到林秀美主任的實驗室介紹時，我就覺得⾮常⼼動。

就毅然決然地加⼊了

 
        主任的實驗室其專業領域主要是⽣物偏化學應⽤，其中包括了「奈⽶⽣
物科技、智慧型藥物輸送、⽣醫材料、奈⽶藥物輸送、⽣醫奈⽶影像、螢光

粉、綠⾊化學、材料化學」。⽽我在實驗室中作的第⼀個實驗是「合成中孔

洞⼆氧化矽奈⽶粒⼦」，例如SBA-15，可運⽤在「智慧型藥物傳遞系統」，
藉由材料表⾯的官能化，賦予標靶、調控釋放功能；摻雜具有光學以及磁性

元素使具有可追蹤特性，達到同時具有特定⽬標控制釋放且可以⾮侵⼊式檢

測追蹤之多功能智慧型藥物傳遞系統。

 
        SBA-15是屬於介孔(中孔)分⼦篩的⼀種，其孔徑在4.6〜30nm 之間，孔
壁厚3.1 〜 6.4nm，孔道⼀維均勻，呈六⽅有序排列，具有很⼤的⽐表⾯積
（800m2 / g ) 和吸附容量，⽔熱穩定性⾼。

SBA15的粒⼦形狀

SBA15的製作過程

撰寫者:林義傑



大一實驗室實習心得
-林秀美老師實驗室

        在製作出成品後會再使⽤例如：x-ray 粉末繞射(XRD)、⽐表⾯積與
孔隙度分析儀(BET)、熱重分析儀(TGA)……，等等的儀器去修飾與鑑定
其性質以及包裹藥物的能⼒以及效果。也可以藉由接上不同樣官能基表⾯

讓粒⼦可以辨識不同病原體的特徵。

 
        在秀美主任的實驗室裡每位學⻑都很親切，對於剛⼊⾨實習的我⾮
常有耐⼼，願意在假⽇的⽩天、上課⽇的深夜裡陪著我⼀起做實驗。⼀部

部的教導引領我。當然秀美主任的教導更是不可忽視，當主任在⼀旁聽著

學⻑跟我⼀起實驗、討論時，她都會適當地提出意⾒，不厭其煩的教導我

們。

 
        真的⾮常謝謝林秀美⽼師以及實驗室的學⻑，還有提出這個計畫的
鄒⽂雄⽼師

SBA15的製作流程



迎新宿營

完整活動照⽚、影⽚: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rjTo9jFBHn-
9cBNrSfr1Pu2GmpQCBsRe?fbclid=IwAR3FdJgqILZA2S-2owMd-
Gd5CKdFUXX24HMDEgZ0xvKgnmABfYIynUcYW-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rjTo9jFBHn-9cBNrSfr1Pu2GmpQCBsRe?fbclid=IwAR3FdJgqILZA2S-2owMd-Gd5CKdFUXX24HMDEgZ0xvKgnmABfYIynUcYW-8


制服日

完整照⽚、影⽚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HEp5EU_kq4B0By
1xniXR38TGWxk7ZZ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HEp5EU_kq4B0By1xniXR38TGWxk7ZZr


生科之夜

⼀年⼀度的⽣科之夜到啦~

我們有霸氣外露的男舞

跟美麗動⼈的⼥舞



生科之夜

貫通全場的帥氣主持

就算聽不到現場

       看照⽚也可以感覺到樂團
                        現場嗨翻天的氣氛~



生科之夜

當然也不能忘了⼤戲-
瑪莎拉蒂

讓全場哄堂⼤笑的

魔術表演



生科之夜

臺下的觀眾和⽼師們也

給了我們很多⽀持

校⻑也有來喔~

當然抽獎也是

不可或缺的



生科之夜

最後的全體⼤合照~

謝謝⾟苦的⼤⼆幹部們啦



論文選讀

        在台灣以⽣物研究為主要重點的⼤學系所中，通常不會特別強調數學⽅⾯的能⼒，
以我們⽣科系本⾝來說，必修的數學科⽬只有⼤⼀上的微積分⼀，⽽且通常是⾮常快速

簡要的帶過。但是就如我們所知的，在現在這麼⼀個跨領域，跨科系合作的時代，各個

專業領域間的界線已經變的⾮常模糊。⽣物學中的演化理論可以應⽤在計算科學的AI設
計中，⽽⼤數據的機器學習⼜可以模擬和分析蛋⽩質結構間的互動模式，這樣的例⼦在

各種遵從著科學⽅法的研究界中，已經越來越普遍。各種科學領域：數學，物理，化

學，⽣物，機械，計算科學...到最後學習的⽬標，都離不開思考的⽅法。在學習各種專業
知識時，不只是將資訊記在腦中，更重要的是理解這些資訊是怎麼來的，背後的道理和

邏輯，提出的模型。我相信在任何領域⽅⾯的研究和探索，到最後離不開的都是思考的

⽅式，解決問題的⽅式，⽽不是只是把⼈體中所有的基因代號全部記起來，在遇到⼀個

問題時要怎麼去處理，以及要如何以假想的模型來近似我們周遭的「真實」世界。數學

在各個學科中都扮演著重要的⻆⾊，即使是⼀般通常不會和數學聯想在⼀起的藝術⾳

樂，都可以透過不同和弦在聲⾳頻率上代表的意義，以及以⽂字的概率分佈模式來分析

⼀⾸動⼈的詩歌，⽽產⽣關係，⽽我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

(...略...)
所以⾝為⼀個研究⾃然科學的追隨者，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找出⼀個和真實世界中公

設盡量相似的規則，並根據我們對宇宙的觀測結果不斷地改良她。為此，我認為想成為

⼀個成功的科學家，或只是單純的希望⾃⼰在這世界上的存在期間不要那麼悲慘，對數

學，對邏輯，對規則，對思考這之間種種複雜關係所需要的思考⽅式，是不可或缺的，

不管今天想抵達的是⽣命中哪⼀條道路的⽬的地。在這裡的這篇選讀所要討論的論⽂，

是關於如何將以數學為基礎的分析⽅法，應⽤在理解鯨豚⽣態上的研究，我相信很多⽣

物會想來讀⽣科，應該都對⽣命有著熱情，喜歡⽣物，對「活著的東西」的秘密，奇

妙，複雜和美感到憧憬。我也相信很多⼈都喜歡鯨豚，因為她們超可愛 (但我也相信在這
裡的很多⽣物不喜歡數學，討厭數學，覺得數學和⽣科沒啥關係。希望在看到了數學和

鯨豚這兩者之間能夠如何的互動，如何能藉著對其中⼀⽅的知識更加理解另外⼀⽅，希

望在閱讀了這篇選讀後，讀者可以對數學產⽣和對⽣命⼀樣的好奇，也能夠開始感受到

數學中的秘密，奇妙，複雜和美。希望各位能有⼀段難忘的旅程。

―Hilbert-Huang變換在鯨豚發聲訊號上的應用

序

完整⽂章請⾄: 請按我

撰寫者:蘇敬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IzwKpeY92rjAdkWLRnyTVmXF3gp7yK4/view


生科週

(1) 5/8 碩⼠班研究成果海報展

(2) 5/8 實驗室介紹

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物學研究所

陳志毅⽼師
中研院化學所 謝俊結⽼師



生科週

(3) 5/10 產業創業論壇

(4) ⼤⼀⽣技產業導論邀請⽣技公司到校演講

華安醫學  網址:

華安醫學陳翰⺠ 博⼠ 副董事⻑ 
      陳⽴明 副總經理

https://www.energenesis-biomedical.com/

演講影⽚:
http://speech.ls.ntou.edu.tw/media/3110
http://speech.ls.ntou.edu.tw/media/3111

http://speech.ls.ntou.edu.tw/speechview
.php?tab=recent&folderID=450

⽣科系演講網:

博晟⽣醫  網址:

佳⾙⽣技  網址:

威健⽣技  網址:

康百事⽣物資訊  網址:

https://www.biogend.com.tw/

http://www.chiabei.com.tw/company.php

https://www.welgene.com.tw/main

https://www.compassbioinfo.com/

https://www.energenesis-biomedical.com/
http://speech.ls.ntou.edu.tw/media/3110
http://speech.ls.ntou.edu.tw/speechview.php?tab=recent&folderID=450
https://www.biogend.com.tw/
http://www.chiabei.com.tw/company.php
https://www.welgene.com.tw/main


演講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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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  蘇威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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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孟謙、王晨祐、林義傑
                                          廖弘喆、李賢恩、何玟霖
                                          董秉宜、蘇敬峰、林軒良
                                          陳晏平、蔡依婷、蘇威霖

    美編  章⼦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