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是百花盛開季節，排寒櫻、木棉樹、流蘇、苦棟、羊蹄甲、

黃花風鈴木、火燄木及杜鵑等，妮紫嫣紅好不熱鬧 。 淡淡三月天

杜鵑花閱、紅紅的花開在木棉道，於三月至臺南出差 ，車行在八

號國道上被遠方一片煙釀迷惘淡紫所吸引，認識了苦棟 。

日本人喜歡苦棟，在嘉南平原到處種植，花閑時幽幽香味飄得很

遠，晚唐﹒溫庭筠「苦棟花 J中就寫著『天香薰羽葉，宮紫暈流蘇 j ' 

形容花之風華 。 但或許它中文名字之閩南諧音不討喜，於庭院成

為不受歡迎植物 。 其實它具有強的抗淹、旱及耐鹽能力﹔對二氧

化硫、一氧化碳有一定的吸收和忍耐性﹔枝葉具有驅蟲功效，素

稱 「 環保樹 J 0 苦棟木質輕且不易破裂，可作為木屐、板凳、箱

櫃等 。 古代醫藥本草典籍中已指出苦棟之根莖樹皮均具毒性，通

量果實、根、樹皮、花及葉可入藥，功能主治清熱，燥濕，治饒蟲，

風疹，痴癖等 。 近年來環保意識的提高，生物防治及有機栽培等

理念漸被重視 。 於金黃色漿果之種子萃取出苦棟精（油）可防治

許多蟲害而重現風華，可有效驅離粉議、粉介殼蟲、呀蟲、紅蜘蛛、

介殼蟲及白粉病等 ，於自然農藥上為它自己走出一條值得開發的

未來 。 苦棟泊除了作為殺蟲劑外，可製作成肥皂、化妝品及消毒

劑等 。 苦棟是臺灣重要原生鄉士樹種，如今因環保議題又倍受重

視，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個植物之背後有著豐富的故事， 作為一個園藝人，

除了學習作物栽培知識，對於作物之人文文化層面也要學習著深入研究探

討，以不岡之眼光及

出另一番境界 。

情感認識它 ，於景觀應用或園藝產業上應可詠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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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秘庭聿、活動智翔、體幹裕杰、文書佳

君、美童安棋、公關奕文、攝影新凱、總

務庭安、研習佳頤、器機乃寧、儲幹光結

和蒂盈 。 我覺得我有必要唱名一下讓大家

知道，當初有你們肯點頭，肯聽我請得天

花亂墜（？）其實真的

很感謝你

是你們，因為我真的不會什麼，但是你

們都好棒，每一件事情都會處理，讓我

心安了不少，只能說有你們真好！

不知道今年的系學會讓大家感覺如何，

雖然常跟一堆人說把屎把尿，但其實很

多人也替我把了不少屎

其實系學會不是只有

因為幹部而已，也是

因為有你們，整

個系學會整個

國藝系才

謝
人
也
請
其
他

實又感到窩心，

因為每次一

個禮拜的開
會大家都可

以聚在一起聊

聊天也好正事也

好，大家的氛圍都很

輕鬆歡樂，我覺得其實了不起的

器1微小鎮
隘囉大家好我是HORT 103級系學會的器

機小雞，這學期系學會的幹部們擬了一

份器材的租借辦法，讓從系學會借出的

器材被作記錄而更有保障 。 人家不是都

說萬事起頭難嗎？第一年執行的狀況不

是很好，很多時候都有發生系員臨時出

借，或是未依歸還時間還器材，當然器

機我也要付一半的責任（好像應該狠心

一點的哈哈） 。 不論是辦什麼活動，希

望系員往後能夠多多配合，為難我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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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別再為難下一屆得氣雞骨大

大了噢！！這一年來系學會辦了

很多活動，在這裡小雞要謝謝大

家，在活動結束時幫忙收場，讓系

學會的器材平安回家！！還有，下一

屆的氣雞骨大大加油！！

美工達2互幫
能進入系學會跟大家一同辦活動

真的很開心！

系烤、系火鋼．．．每次與大家共
事都會有好笑的事發生﹔

馬上就快要卸任了，真

的會有點感傷！

依稀！在這2
進入系學會得到許多新體驗，

尤其身為系學會管錢婆的我，

初嘗領一堆錢然後緊張兮兮帶

著一堆錢跑的滋眛～很刺激！

謝謝這一年H103一起開會夥伴

的陪伴，大家辛苦了！學弟妹加

油囉！

大書張希
如果問我在 103級系學會當了這一年

的文書從來沒有後悔過嗎？我的答案

是．．．．．．不！可！能！

因為當所有一切都苟在一挖跟共體一樣糟

糕的時候真的會很想乾脆自己也變成失便

跟馬桶水一起沖沖掉好了

但是還是完成了，每一次的每一次都要感

謝103的夥伴們總是很陪著我讓我不致

於真的變成失便跟著馬桶水一起沖

掉，然後會外也是有很多我的無

敵大救星！我覺得我是掛羊頭賣

狗肉的文書，掛了一個文書的

名號然後事實上做事的都是

我找來代打的你妳你妳你們，阿好愛你

們雖然我都對你們很兇（羞愧）

然後風雨過後才會知道終於走到卸任到

底是有多開心爽（開心已經不足以形容

了）

我不敢說絕對不後悔我當初竟然會進來

這裡瞎忙瞎搞了一年

但我敢說如果我當初沒有進來103

級系學會跟大家一起吃星期二中

午的便當我一定會後悔（其

實重點不是吃便當啦

謝謝大家我終於要跟大家再見了（

狂揮手）

體幹裕 芳、
今年的體育實事大致上是結束了，

本學年也創下了不少佳績！！非

常感謝各位的參與，明年再接再

厲！！！

幸克松！主聿
哇～時間過好快，又到了系學

會交接的時候了，很開心終於要

卸任了！雖然後頭的評鑑仍然揮之不去

～～當了一年的執秘，深深覺得自己做的

事都好小好小，可是每次活動都好大好

大，能平安度過，都要謝謝系學會成員

及大三的同學們，你們在我手忙腳亂、

腦筋空白時給予的協助都讓我很感動且

印象深刻！另外，也要感謝學長姐、學

弟妹踴躍參與系學會辦的各式活

動 ， 因為有你們的參與， 讓系

學會有無比的動力完成各項任

務 ！

撮彩是人
嘿～ 大家好，我是系攝影新

凱，大家偶爾會在活動中看到我拿著相機

到處晃啊晃幫大家拍照，其實我不是很擅

長拍照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當上系

攝影了，哈哈

感謝所有教我使用相機的人，還

有所有曾經借我相機或幫我拍照

的人（特別是Louis ，系學會沒有

相機．．．），這段期間拍的照片應

該比我從當上系攝影前拍的相片

還要多我想，很高興我有機會當

上這個職務謝謝大家

公間安大
就任到卸任這斷不長不短的時間休～

的一下過去了，很高興每個禮拜二

都能和一群好夥伴一起吃便當，

討論接下來要辦什麼有趣的活

動 。

看著將要交出去的系學會鑰匙，

我感到有些不捨，之後就不能隨

心所欲的到冰箱冰飲料了嗚嗚（

不是XDD)

很高興能參加宿營和園藝週等等大

大小小的活動，和系學會親愛的夥伴

們：總幹LEADER林泳伸、可靠的秘書

庭聿、魄力文書張君、三杯雞腿飯

夥伴蒂盈、始上最強研習股小

白、眼球發燒友安棋、竺郡的

JACK 、活動智翔馬大叔、

身體很好（尸＼）的新凱、

帳房庭安、系學會是趕作業

好地方的光紙、器機小雞乃

寧．．．．．．一起留下燃燒青春的

回憶。

H103園藝系系學會萬歲：D

活動智￥~~
很感謝系學會的大家，對我的幫忙還有

支持，讓我有繼續參與下去的動力，尤

其是我們的系幹，我知道你肩負很多事

情，但還是跟我們說說笑笑的！希望系

學會可以越來越好！風風雨雨是辛苦

的，但也是有甜美的！

有功呀 j 白白 ／ ＼

從大二擔任研習組儲備幹部

到現在，在活動中學到了很 ．

多，雖然在辦活動的過程中總

是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感謝

有大家的包容和幫忙，才能－ ~ 

路走到今天，就要卸任了，除 一一
了感謝系學會的大家，也謝謝儲備幹

部蒂盈的幫忙，還有所有來餐與過研

習組活動的閉友們，希望以後大家

也能多多餐與研習組的各項活動

。育：）

借倩幹部蒂盈
我的卸任（上任？）感言～

這一年來當研習儲備幹部其實感

覺好像沒做很多事（小聲），學長

姐們都做得很好了，不過倒是也學到

了不少東西，比方說一些活動的籌畫跟

進行，事先需要討論的事情也還真的不

少，而明年就換我們要接系學會了，希

望可以把這個工作做好＞〈

麻煩了～謝謝

借倩幹部光紙
很高興能與103級前輩們共事，雖然我只

是一個沒做什麼事的小儲幹，謝謝大

家一路走來的包涵與建議．看了

很多，可能沒學到那麼多，但

是，笑了很多很多，你們
真的太有才以及太有趣啦



訪
／
梁
智
翔
、
林
沛
延

攝
／
林
沛
延

陪
（
們
一
）
／王
懷
慶
、
黃
昭
銘

自從去年 6 月答應勝任 103 級系文書一職之後就直接把重心擺在國霞。文
書充其量是一些小文件處理的小工作，除了圓霞，它是文書一年生涯中最
重要也最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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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語是系學會的刊物，那它該要是怎樣的系學會刊物呢？我不斷的在思索

園霞的走向，說來慚愧，直到要主導系刊才發現國蠶一直沒有一個很明確
的架構，優點是這可以是一個完全可以讓系員自由發揮的空間，而缺點是

內容走向和系刊身處的位置不明確，每一期的內容差異大，一間之下有許

多系員其實無法明確道出圓蠶究竟是個「怎麼樣」的刊物，很多人反而因
此而不投稿了，因為不解到底該投些什麼樣子的稿呢？

於是利用了上學期活動課業實驗的夾縫中硬擠出的時間，打聽了農資學院
各系若有系上刊物，其性質為何？也跟農藝系借了實際系刊來瀏覽，他們
的系刊方向明確一內容全圍繞著系學會為主，一學年出 4 本，內容是幹部

的介紹，活動和盃竇的紀錄等。多方考量也問了不少人意見，遲遲無法規
劃出園蠶明確的定位，最後系學會中多數幹部討論後達成一共識，既然是
園藝系學會的刊物，內容至少至少都要和園藝或者系上有關連。

．為何想當大學教授 ？
受父親及家族中多人擔任教職長年潛移默化的影響，一直覺得透過適當的教育方式可以改變迷失或徬徨的

學生、讓他向上與向善（類似「一言足以興邦」的意思），並且這對社會的影響是長久而深遷的，此在自

己身處叛逆期的國中階段感受特別深切，便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當老師，雖然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

力、適不適合從事這份良心事業 。

就讀大學及研究所（臺大國藝系）後，因為大二就加入果樹實驗室，在林宗買教授（臺灣著名的資深果樹

學者，曾任國立臺灣大學山地農場場長、臺灣國藝學會理事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現已退休）的

指導與鼓勵之下，對「果樹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隨間展開多年的研究生生涯 。 當時林老師曾告知，比起

中學或高農老師，大學教授可兼顧教學與研究，因而讓我產生了 『有為者亦若是」的憧憬，但也知道，這

是一條漫漫長路，我必須得到家人的支持、真備博士學位並證明自己的能力，還要有適當的機緣 。

因此，我沒有一下想太多，只是把這份抱負放在心裡，默默耕耘，先考上高考當公務人員、攻讀博士班，

求安定為首要，以後的事就順其自然吧 。

結果，經過了多年，最終我來到大學任教 。

所以此次的園蠶題材雖然相比之下較無法任意多元，但相信其內容予園藝
系員的實用程度不會比較差。這次的排版更是嘔心瀝血之作，耗時十天半

個月極少眠極少休方才完成。吾等氣力已盡，若有不足，還真望後生們們（門，
可青出於藍，踴躍投稿，參與建議討論，替我等已無餘力之人把圓蠶推往
更上一層樓。

（以下是感謝文）
首先感謝園藝系系學會有出版此一刊物之傳統，讓系員們有一可交流經驗
以及知識的空間，可保留青春青澀身影的紀錄本，可讓系文書有一磨練學

習的機會......也難得感謝林泳伸讓我任職系文書”．．．．

﹒怎麼來到中興大學 ？
這是一連串努力的過程與上蒼安排的結果 ，說來話長 。

如前述，我先在碩一時考上公務人員國藝科高考（民國 82 年），分發至當時隸屬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轄下

農業試驗所之嘉義分所園藝系服務﹔退伍後（預官的 期）改於農委會轄下之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任職（民

國 88 年），前後在這兩個機關以公務員的身份服務了約十年的時間，並定居苗栗 。 這是很重要的階段，

因為很幸運地，在機關首長與主管的支持之下，我均能學以致用，從事果樹之育種、栽培、生理之研究與

產業推廣之業務 。 期間除由得博士學位之外（民國 93 年），並發表多項研究成果，適時地提升了自己在

果樹領域的視野與能見度，也因此應邀至國立宜蘭大學國藝系兼課，請授「高級果樹學」及「高級果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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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本年度刊物能順利出刊，要感謝很會用電腦軟體花了無數個熬夜協助我排版且美術眼光頗佳的

Alvin 、用心設計封面尤其以「園藝的大學生生涯」當封底兼具美觀又可收集老師們的簽名集滿了可以恭喜順利畢

業喔／＼／＼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立場）的小白 、還有萬忙中躍空與我們分享經驗給予我們建議的

老師們 、協助訪問老師和撰稿的朋友們 、所有願意投稿分享的系員們 、以及很可惜因

為頁數限制的關係無法登出日本自助肢行經驗分享的林澤延 ，但他的經驗寶貴

無庸置疑，值得大家踴躍的親巨聽他親自分享。

希望本年度的園盟內容分享和照片回憶能讓一間參與過實習或

活動的人看了有迴響，沒有參與過的人看了能有遐想 XDD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