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

2019/3/28



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

學術界

2



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洪崑煌教授
學士43學年度畢業(學級B40)

我好奇老師當初大學選擇農化系的原因，我想一定是

對這個系所懷抱著很大的熱情吧！老師說道，他當初

之所以選擇農化系的原因是不想當醫生也不想當農夫

插秧種東西，數學又不好，考量到當時的時代背景，

於是選了農化系就讀，沒想到大半輩子與滿腔熱情都

奉獻於此，老師感嘆，所謂緣分就是如此的有趣。....

.................................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自我人生定義

我問老師關於對自我人生的想法，老師認為綜觀

至今，人生無時無刻都在變化，不管如何準備，永遠

都有不足之處。因此，以不變應萬變就好，順其自然，

自由發展即可，不要過度強求，也不要過分幻想，做

自己能力所及便是，把能做的都做好，所謂人生目標

也不用過於華麗，端看自我定義。

以老師自己為例，身為一名學者，他發表過無數

學術論文。但那些對他而言都不是所謂的人生成

就，...................................。（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107年11月12日下午三點，我與系上蘇靖峰同學一

同前往洪老師家中採訪。那時候心中著實忐忑，畢竟訪

談對象是一位對農化系貢獻良多的教授，各式各樣的場

景都已經預先在心中模擬過，卻獨獨沒想過，老師和師

母會親自在門口迎接我們，甚至準備了親手做的蘋果派

和熱咖啡，令晚輩受寵若驚，在這溫暖的氣氛中開始本

次訪談。

■農化系如何成為老師一生的一大部分

老師的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貢獻給了農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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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鄒篪生學長
學士49學年度畢業(學級B46)

讓他受用至今，何以如此，老師問道：「你知道圓周

長的公式是直徑乘以II，可是當你證明三角形內角合

為180度時，你會用到這個公式嗎？」所謂幾何最重

要的就是如何在眾多都是正確的定理中，找出可以解

決問題的答案，這就是邏輯思考。在代數中老師認為

最為有用的是假設未知、移項與因式分解，如何假設

未知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未知假設的好那問題自然簡

單好解，因此如何分析眾多的已知假設出最好的未知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化學思維，通才教育

談到在農化系的學習過程，老師提到他覺得農化

系是通才教育，當初在大學聯考時，老師曾在農化系

與化工系之間選擇，「韓信能降兵，將才也，劉邦能

降將，通才也。」通才教育是老師最後選擇農化系的

主因，而在農學院中也唯有農化系是以化學立足的，

化學的思考模式、通才的教育方式都將使農化系學生

無往而不利。...................。（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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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2日的早晨，天氣晴朗，如往常般酷

熱，正是臺北的夏天，現任系學會會長呂奇典、大二

學生王佩珊與我在農化系系辦公室的會議室中等待今

日系友訪談的主角，鄒篪生老師。約莫十一點時，鄒

篪生老師步入會議室，不知是否是回到舊時熟悉之地

之故，老師的臉上的笑容顯得格外開朗，閒聊數句後

開始了今天的訪談。

■牢記邏輯思考，莫忘基礎教育

鄒篪生老師由求學階段切入，點出初中的幾何與

代數是影響他最深的兩門科目，其中蘊含的道理更是

http://www.ac.nt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ba0dd621d41c855a800001f/%E8%BE%B2%E5%8C%96%E7%B3%BB%E7%B3%BB%E5%8F%8B%E6%9C%83%E6%9C%83%E8%A8%8A-No5.pdf
http://www.ac.nt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ba0dd621d41c855a800001f/%E8%BE%B2%E5%8C%96%E7%B3%BB%E7%B3%BB%E5%8F%8B%E6%9C%83%E6%9C%83%E8%A8%8A-No5.pdf


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李敏雄教授
學士55學年度畢業(學級B52)

佐以講義資料為輔的風格，在黑板上補充教學相關內

容的同時，台下聽課的學生將其內容謄寫記錄在筆記

與書寫人的腦海中有其加成的效果，對於已經很久沒

抄板書的我們，是久違的開始如高中生一般開始抄寫

筆記，我發現不僅能在期中考時喚起上課記憶，還可

以使上課更專注，我想老師的堅持是有道理與目的的。

拜訪的當天，剛進入老師辦公室就被滿牆的書給吸引，

不只包含食品相關書籍，更是有各類琳瑯滿目的中、

英、日文書籍。老師更是親切地泡給我們一人一杯咖

啡，聞著咖啡香開始了我們的訪談。.......................... 。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對系上的學生有什麼鼓勵的話？

「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師不如無師」: 書的內容或

陳述是人編寫出來的，編寫者可能也會有失誤，不同

的人對於同一事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見解。所以對於書

本知識應有合理的懷疑，需經過仔細的思考與嘹解之

後，才算是你得到的知識。老師也是人，當然也會有

錯誤的時候，..................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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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雄教授於美國羅格斯大學食品科學系榮獲博士

學位，1973年返回母校擔任教職達三十六年之久，對研

究的熱愛和難以滿足的好奇心，李老師在大三的時候已

經開始接觸系上各領域的課程並進行鑽研。作為系上名

譽教授，退休後仍持續教學不倦，在電腦普及的教室裡，

重視傳統的授課方式，老師上課更是堅持使用板書教學

http://www.ac.nt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ad07ba11d41c8c855000018/%E8%BE%B2%E5%8C%96%E7%B3%BB%E7%B3%BB%E5%8F%8B%E6%9C%83%E6%9C%83%E8%A8%8A-No3.pdf
http://www.ac.nt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ad07ba11d41c8c855000018/%E8%BE%B2%E5%8C%96%E7%B3%BB%E7%B3%BB%E5%8F%8B%E6%9C%83%E6%9C%83%E8%A8%8A-No3.pdf


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江文章教授
學士60學年度畢業(學級B57)

學經歷：
江教授是本系1972年畢業；為日本東京大學農學碩士、博
士。曾經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日本分會總幹事、「國
際食品科技研討會」籌備會秘書組組長、臺灣大學食品科
技研究所講師、副教授、教授、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秘
書長、臺灣大學教授聯誼會第四屆理事長、臺灣大學校長
人選推舉委員會委員、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總編輯、臺
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所長、跨部會「保健食品研發計畫」
推動委員會委員兼薏仁群召集人、臺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一、
二屆理事長、衛生署食品衛生安全諮議委員會委員、衛生
署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衛福部食品廣告標示諮議委員會
委員、臺灣大學健康科學與生活研究中心健康促進組組長、
臺灣大學生農學院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主任、臺灣農
業化學會第34屆理事長等。
現職：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名譽教授、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食
品委員會召集人、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名譽理事、臺灣農業
化學會名譽理事、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顧問、東京大學
台灣校友會理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第一屆常務
理事、臺灣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第11屆理事、臺灣穀物產
業發展協會第二屆理事長、台灣保健食品產業發展協會法
規政策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北市莊淑旂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會董事、廣達食品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等。

在 1960、70 年代的大環境下，高中時期的江教授

就立定了自己的目標，要往食品科學的方向前進。當時

台灣以農業推動工業，利用農產品的加工獲得外匯，使

台灣的經濟開始起飛，食品科學對那時候來說是極具潛

力的發展方向。教授在 1968 年考入台大，始終忠於自

己的志向，經過轉系、轉組的辛苦過程，最終進入了農

業化學系農產製作組，就此開始了研究之路。..............。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教授的研究從傳統食品加工的現代化到擠壓技術應

用再到保健食品開發，都緊扣著學以致用的想法。江教

授在日本時認識了莊淑旂博士，莊博士的食療概念也啟

發了江教授一些想法，因此江教授後來投入了薏仁的保

健食品開發。這類產品不像台灣倚重的西醫觀點，在研

究開發上常不被接受，但教授依舊努力不懈，得到很多

有效的臨床結果。................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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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魏耀揮院長
學士62學年度畢業(學級B59)

願進入農化系。魏老師在高中時本來就對生物化學的

進展一直有些了解，在農化系基礎課程的學習過程中，

逐漸發現自己的興趣，立志要成為生物科學家。大二

的生物化學念得特別有心得，升大三的暑假，魏老

師如願進入蘇仲卿教授的實驗室去當專攻生，打下他

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的基礎。「一位好的老師是啟蒙學

生追求知識很好的領航者，這也是我很想當老師的原

因。」...............................。（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台大農化到紐約州大，學成歸國

申請出國進入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化學系念研究所

的過程其實是由蘇仲卿老師牽線的，到紐約後的實驗

室有一位農化系的學長接應，因為中間有將近 2 年

當兵的空窗期，退伍後立即進入研究所，開始修課後

猛然發現自己在物理化學及無機化學和其他研究生的

程度有不小的落差，所以魏老師在進入紐約州立大學

化學研究所後再重修大學部的一些課程，重新打下日

後從事生化研究的堅實基礎。.........................................。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學習道路上的啟蒙，生涯旅途中的探索

魏耀揮老師高中時念台中一中，選讀丙(三類)組，

當時班上的同學大多準備考醫學院的學系。高三時教

數學的黃呈明老師很年輕，十分了解當時科技的走向，

上課時為了提起大家的興趣，偶爾會停下來介紹先進

國家生物科技的發展，他不但數學教得好，也引導學

生瞭解當時的生物醫學進展，魏老師當年聽過那些故

事之後對生物化學產生興趣。填志願時依序填入台大

醫學系、台大藥學系、台大農化系，而最後以第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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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鍾慧敏教授
學士70學年度畢業(學級B67)

不會、哪些知識不懂，進而改善自己的缺失、打好自

己的學識及實驗基礎，也是未來走入學術界中很重要

的訓練。

我們問到鍾教授於大學時期的收穫，她認為除了

必修課之外，教授於大學時，時常旁聽其他系所的課

程，像是細胞生物學、遺傳學等課程，為教授未來的

研究之路奠定基礎。若找尋到自己的興趣，則可於台

大廣泛的課程資源中尋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我們詢問教授會建議同學出國研讀嗎?教授認為

美國對於研究注重，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

資金劃分也比較清楚，對研究較友善，而出國也可以

培養很強的獨立性。但教授認為不要盲目出國，搞清

楚自己出國的原因、為何而念、想從唸完後習得什

麼.....................................。（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教授認為課本上的東西比較空泛，不容易使人印

象深刻，而實驗課相較之下，可以實際操作、培養自

我學習的本領，使人印象較深刻，也可以從中學習到

很多書面上無法獲得的細節。危機往往是轉機，可以

藉由實驗從失敗中獲取更多想法，找出自己為什麼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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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王亞貞教授
學士74學年度畢業(學級B71)

這個決定對當時的她而言，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但現

在不走生化，又該何去何從？

■跌跌撞撞，找到人生熱情所在

大四那年，王亞貞教授修了一門食科所的課，觸

發了她對這領域的興趣，於是畢業後第一份工作便是

在食科所擔任助理，而這項經歷更使她進一步確立人

生方向：食品。

於是，她申請並得到了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的獎學金，一頭栽進了食品研究。最初她的研究計畫

是關於魚類油脂的營養研究，然而她對油脂並沒感到

極大的興趣，直到去了Iowa State University唸

Ph.D.，進行澱粉相關研究，才找到自己的熱情所

在，.................................。（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職涯的十字路口，教職與業界

「原本我的第一志願是走教職，但面臨了很現實

的問題：職缺少，即使是美國，也只有五六個學校在

做澱粉研究，所以我就先進了業界。」，...................。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茫茫人生道路，該何去何從？

「大二升大三的暑假開始進實驗室做生化實驗後，

發覺自己沒有熱情，就決定不念生化了。」王亞貞教

授笑著說。

那時候她心裡對未來仍沒有明確方向，只是在人

生刪除了生化的選項。然而，在那個年代裡，生化非

常熱門，走生化的同學都在社會上小有成就，甚至不

少榮獲十大傑出青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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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郭琬媛博士
學士95學年度畢業(學級B92)

■與農化的緣分

「當初對土壤跟食品都很有興趣，在一對一的導

生聚時和賴喜美老師分享了人類營養和環境科學的喜

愛後，大二下學期便被賴老師帶入生物資源化學利用

研究室進行大專生計畫。」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學姐和農化系的緣分真的非

常深。比學姐大三歲的姊姊，在參加第一屆農化營後，

覺得所學內容豐富有趣，因此，極力推薦學姐參加第

四屆農化營。....................。（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人生方向的抉擇

筆者詢問學姐為何最終選擇食品的道路 ? 其實很

多人生的分叉點都是因緣際會，學姐說當初她對食品

營養和環境土壤有著相同的好奇和熱情，如果導師是

走土壤的，那麼現在的她也有可能就是走土壤的。學

姐說，即使現在的她專業在食品，她仍舊對環境和營

養有相等的熱情。............。（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12月22日下午，筆者如約來到了系辦公室準備

訪問郭琬媛學姐，相較之前訪問過的幾位系友們，學

姐是最年輕的一位。在筆者眼裡，學姐是一位非常開

朗的人，她有一個迷人的特質，那就是對生活充滿憧

憬與熱情，尤其提到自己的抱負與理想時，學姐那自

信的眼神和侃侃而談的態度，真的非常吸引人，那種

對未來的積極態度讓筆者也不禁跟著激動了起來，覺

得未來的一切是那麼充滿挑戰，那麼光鮮，尤其學姐

與筆者有那麼多的相似處，訪談便進行得十分有趣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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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

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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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邱淑媛博士
學士77學年度畢業(學級B74)

姐當時在農化系大學部念書的時候，系上分為農製

組與土肥組，系館的規模也和現在有所不同，而在

累積多年的工作經驗之後，現在許多寶貴的建議讓

我們獲益良多。

提到當時課業方面的問題，也是我們最感同身

受的部分，學姐說她覺得必修課程非常的紮實，對

於同學學習知識的能力有很大的幫助，雖然有時候

會覺得課業壓力比較大，書常常念不完，有時候明

明整天拚命的念書，但考試還是經常不及格。不過

雖然如此，同學間的讀書風氣卻還是非常的良好，

常常下課後會一起留在圖書館念書。另外，除了農

化系的課程，因為對於微生物領域的喜愛，邱學姐

也曾經到生科系、植病系等外系修過微生物方面的

課程。學姐也認為大學部所修的課程皆是比較基礎

但確是不可或缺的，也因為基礎打的非常好，所以

在工作的時候也較容易觸類旁通，遇到跨領域的問

題時，雖然還是要付出努力與時間，但卻也比較容

易上手，.........................。（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邱淑媛博士於民國89年畢業於台大農化所農產

製造組，目前工作於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主要負責

農產品加工SOP的建立與技術輔導。

邱淑媛學姐遠從花蓮跑來台北，才剛結束一場

由農委會召開的會議之後緊接著就趕回系上與我們

進行訪談，和我們聊了許多當年在系上的經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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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徐慈鴻組長
碩士80學年度畢業(學級R79)

詢問學姐是如何規劃自己的人生方向時，認為這

一切要歸功於成長過程中出現在自己人生中的許多貴

人，例如在高中生涯裡讓她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於就

讀中山女中時教化學課的許丹瓊老師，開啟了她對化

學的興趣。大學時期因為研修李國欽教授（時任藥毒

所所長）的農藥學，........。（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職涯選擇

「其實很多時候，你計畫再多也不一定會照著走，

緣分有的時候就是很特別。」

如同學姐前面所述，一切都是緣分。以自身為例，

研究所畢業後的兩個月空窗期，她應著家人的期望去

報考高考，在趕完碩士論文後只有短短兩個禮拜的，

準備時間，學姐自己都覺得上榜機會渺茫，於是到中

研院分生所當研究助理，學習分子生物學的相關知識

及實驗技術，準備出國留學，可誰想得到，三個月後

放榜，學姐竟錄取了，從那時候起定下了自己的職涯

道路。.................................。（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2018年11月25號的早晨，我與系上同學張可妤、

劉品蘭、孔妤瑄一同到了位於台中市霧峰區的藥毒所

訪問徐慈鴻學姐（學姐現職為藥試所殘毒管制組研究

員兼組長），徐學姐很熱情，在悠閒的休假日還抽出

時間帶我們參觀實驗室及精密儀器室，一一為我們詳

細介紹殘管組的研究環境與任務方向，從言談中便能

深刻體會到學姐對自己工作的熱忱，訪談也在這歡樂

的氛圍中開始。

■人生道路方向

13

http://www.ac.nt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c9990981d41c8ec9b000014/%E8%BE%B2%E5%8C%96%E7%B3%BB%E7%B3%BB%E5%8F%8B%E6%9C%83%E6%9C%83%E8%A8%8A-No7.pdf
http://www.ac.nt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c9990981d41c8ec9b000014/%E8%BE%B2%E5%8C%96%E7%B3%BB%E7%B3%BB%E5%8F%8B%E6%9C%83%E6%9C%83%E8%A8%8A-No7.pdf


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

產業界

14



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佘桂芳學姐
學士71學年度畢業(學級B68)

她也和我們分享體悟「人生是由選擇組成的，沒

有對或錯，端看看待事情的態度和角度。」學姐的經

歷驗證了這句話，因為自己對於生老病死無法看淡，

所以選擇了農化系，而非醫學系；因為了解自己對於

研究的能力和興趣較為薄弱，卻對與人相處、互動的

興趣較大，......................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大學畢業後的學姐即進入職場，在工作時會遇到

許多與大學修習的課程相關的知識和技術，當初不熟

悉的、用小聰明通過的科目又再次遇上了，所以學姐

特別叮嚀我們，關於基礎的學科，面對絕對比逃避來

得好，應該好好學習，基礎科學可以輔助未來的事業，

更是深入研究的基石。

在現職之前，學姊還負責過品管、公關、企劃，

在不同的工作領域累積了專業，也培養了自己的視野

與判斷力。.........................。（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學姐於民國72年畢業於農業化學系，現職為旭

富製藥科技(股)公司的副總經理。說起學習經歷時，

學姐表示自己和同屆的同學有很大的不同；身為馬來

西亞僑生，在高中畢業後決定來台灣讀書，而非到英、

澳、紐深造；成績可以，卻沒有選擇醫學系；大學畢

業之後，選擇進入職場，而非攻讀更高的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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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學習及工作經驗分享-陳佑誠博士
學士81學年度畢業(學級B78)

檢測試劑的研究員，也因為當時擁有較紮實的研發

底子還有建廠相關的涉獵，且當時台塑又成立了生

醫的公司，因此從資深研究員、研發課長到研發處

長，或許只是因為當初對做研究的一點排斥，加上

對整合應用的喜愛，因緣際會、誤打誤撞的就選了

這條路。

當初同屆畢業的農化系同學，大家在畢業後仍

有許多人至今都還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絡，同學中從

事教職的佔了大多數，分布於台灣多所大學，宜蘭

大學、海洋大學、淡江大學等，甚至國外的大學都

有。

根據陳博士所述，曾經的同學到了現在，除了

教職之外從事農化相關領域的人卻相對不多，有些

擔任過總經理、總監、協理等職位，多數都在醫藥

生技領域、製藥業、化學等領域，也有些在電子、

環工、軟體、文化出版、智財、法律領域，整體來

說在食品和土壤植物領域上相對較少，..................。

（全文請詳見請按此連結）

陳佑誠博士在農化系的時候，從大學到博士班，

一直都有個想法，就是相比於做學術研究的無聊，

做應用方面卻是很有趣，而當時台大農化畢業的博

士，大部分都是在台大、中研院繼續做博士後研究

員，或者是出國繼續深造，而他當時則選擇了不一

樣的路。因為主修的是微生物，所以當時選擇了台

灣最發達的醫療產業繼續發展，到了長庚大學之後

繼續做傳染病檢驗試劑研究開發，而一年多後剛好

幸運的遇到SARS爆發，成為了唯一一個開發SARS

學經歷：
1992年農業化學系土肥組學士、2001年農業化學研究所微
生物組博士、凌越生醫總經理/技術總監、昕穎生醫研發副
總、台塑生醫研發顧問、台塑生醫醫學技術部研發處長、
長庚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中研院生醫所研究助理
現職：
祐家生技董事長顧問、瑞凌庚生醫研發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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