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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光明璀璨的未來我們光明璀璨的未來我們光明璀璨的未來我們光明璀璨的未來 : : : :    

應用微生物本系與「生物藥學研究所」將自 94 年 8 月 1 日起以「應微學系暨生

藥所」行政合併運作，共同參與指導研究生。以分子檢驗技術 、微生物分類鑑

定、食藥用微生物篩選及醱酵量產、藥物活性分析技術、免疫調節研究、疫苗開

發與評估、發炎機轉探討等為研究重點。學系申請 95 學年度更名為「微生物與

免疫學系」。 

 

 

應微大家長應微大家長應微大家長應微大家長→→→→蔡竹固主任給大家的話蔡竹固主任給大家的話蔡竹固主任給大家的話蔡竹固主任給大家的話    

正如上一期系刊電子報中所言，一個學系的成長，必然會面臨到「前期規劃、

中期建置、後期整合」等三階段。事實上，本學系還處在前期規劃的階段；新系

館最快將會在 94 年底落成，也才是邁入中期建置的契機；當我們的老師們有良

好的研究成果，畢業同學們在進修就業上，能夠有亮麗的表現，後期整合的階段，

水到方能渠成。把握未來的兩年，正可畢其功於一役，由應微系而更名微免系，

再與生藥所合併運作。 

由於本校與微生物學相關的師資，散佈在獸醫、食品、水產、生資、分生等

學系，想要將所有的師資整合到同一系所，現階段是有所困難的。此外，考量到

應微系的創系目標是要發展與人體健康有關的特色，儘早將本學系定位清楚，較

有利於未來的發展。雖然本校短期內不會成立醫學院，但嘉義地區有許多大型醫

院，只要找到合適的師資就能搭起本學系與醫學相關產業界的橋樑；開創有別於

獸醫、食品、水產、生資既有框架的研究方向，早日樹立本學系的發展特色。 

在本校，與人體健康緊密相關的系所中，只有生物藥學所是沒有大學部班

級，而應微系沒有碩士班。若能在不涉及更名的前提之下，讓人體免疫與健康成

為兩個系所的交集與共同語言。二系所師生可以一起開會一起辦活動，互惠開課

及收研究生，合併運作以收功能互補之效，必能迅速茁壯成長。 



在我們的師資部分，繼現有的老師專長之後，這學年的新聘教師作業中，很

順利地尋覓到了黎慶教授願意再回到本校來任教。黎老師擁有生化及微免相關專

長，長期在醫學院擔任教研工作。黎老師加入本學系的師資陣容，必能帶來一番

新的氣象，共同營造一個和諧、明朗、活潑、優秀的師資團隊。 

再來要談到系學會的部分，雖然曾經有同學去質疑"加入會員"、"繳交會費"

等問題，但應微系的傳統正在建立，應微系的文化正在形塑，例如應微週、制服

日、系服、迎新及送舊活動等。系學會為系上全體同學所共有，邁入關鍵性的第

四年，除了系學會會長、副會長及幹部群的付出之外，尚需要所有同學們對系的

認同與向心力。我們應該對事而不對人，理性討論；應微系想要永續性經營下去，

需要的就是所有同學們在校或畢業後持續的關心與建言，讓新生的應微系能夠成

長茁壯。 

為了強化應微系同學的基礎學科，這次的課程修訂(9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

用)，將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微生物學由 2 學分增加為 3 學分，生物化學由 4

學分增加為 6 學分。希望同學們用心學習、奠定良好基礎，為日後學習微免、生

醫、生藥等相關科目做為準備。 

大學生活是多采多姿，大學生的未來是光明亮麗，縱使學業、情感、生活問

題可能困惱著您，但那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環節而已，不用意氣消沉於現時的

不如意。希望大家能夠把握人生的黃金歲月，努力學習，勇於嚐試；當您畢業之

時，美好的未來正在等待各位繼續去開創！ 

 

    

應微生力軍戰鬥力達到應微生力軍戰鬥力達到應微生力軍戰鬥力達到應微生力軍戰鬥力達到 9999 萬萬萬萬 9999 千千千千 9999 百百百百 9999 十十十十 9999 點點點點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大名:朱紀實 

英文名字: Chishih Chu, Ph.D. 

 最高學歷：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感染疾病、微生物抗藥性及抗藥基因、

分子診斷學、分子演化學、基因體學、族群遺傳

學、生物感測器及生物晶片、疫苗研發 

教學科目：病原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專題討

論、生命科學專題研究、生物資訊、微生物基因

體學特論 

研究方向：細菌抗藥性機制、沙門氏菌致病性機

制、沙門氏菌毒性質體、質體傳遞機制、分子演

化、遺傳及傳染疾病分子檢測、植物分子遺傳 

    

    



以下是本刊特派小組以下是本刊特派小組以下是本刊特派小組以下是本刊特派小組銘鼎銘鼎銘鼎銘鼎及及及及哲慶哲慶哲慶哲慶為大家做的專訪為大家做的專訪為大家做的專訪為大家做的專訪，，，，希希希希

望藉此大家可以更進一步的認識朱老師望藉此大家可以更進一步的認識朱老師望藉此大家可以更進一步的認識朱老師望藉此大家可以更進一步的認識朱老師    

    

1. 請問老師平常的休閒活動? 

師曰 : 平常很忙沒什麼時間做休閒活動，不過各種球類都有涉獵。 

2. 將來就業時，在產業界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師曰 : 在產業界，你的學歷跟公司給你的待遇有一定的關係，老闆也都看學歷

的，通常學歷越高待遇會比較好，當然，做事的態度上也有關係，最好主動積極，

表現自己，這就牽扯到你要去面試時，對一個公司是否有了解，公司在做什麼，

方向在哪，你都需要知道。 

3. 我們知道老師之前在產業界待過，那老師主要從事什麼工作? 

師曰：我之前有擔任過研發部門，也有做過顧問。顧問主要是幫公司做產品的規

劃。 

4.  要怎樣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師曰：課程的規劃要有階段性的，連續性的讓學生能循序漸進的學習。另外還有

研究環境的加強，如果老師研究環境良好的話，不但自己在做研究的同時能獲得

新的知識，也能將這些知識教給學生。 

5.  建議學生如何做規劃? 

師曰：建議同學能進實驗室做實驗，最好是大三時，因為大三時去做到大四剛好

一年，可以有實驗成果有利於推甄，另外，可以與不同的老師討論與學習，這樣

第一，可以學習你自己的時間安排，第二，跟老師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三，

其次才是學習技術。 

6. 對系上學生的期許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 

師曰：每個人要抓到自己目標，且盡量能主動積極，比如在上課時發問會比下課

後發問更有效率，且上課時師生的互動會更好。 

7. 老師目前實驗室是在做哪方面的研究?那想要進老師的實驗室需要有什麼注

意的地方? 

師曰：目前實驗室主要是在做細菌方面的研究。對進實驗室同學要求是主動跟老

師聯絡，保持師生之間能有很好的互動，有不懂得就要發問，並要懂得從錯誤中

學習不要犯相同的錯誤。meeting 時要用英文，希望實驗時能國際化，期許 meeting

時能用英文報告及討論。 

8. 老師大學時有參加過哪些社團呢? 

師曰：西洋劍社 

9. 老師平時除了生物方面的書籍，還喜歡看哪方面的書? 

師曰：佛書。 

 



在在在在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130~3130~3130~31 為了迎接可愛的學弟妹為了迎接可愛的學弟妹為了迎接可愛的學弟妹為了迎接可愛的學弟妹，，，，而舉辦的新生而舉辦的新生而舉辦的新生而舉辦的新生    

魔鬼訓練迎新魔鬼訓練迎新魔鬼訓練迎新魔鬼訓練迎新…………    

玩家劉鈺如學妹玩家劉鈺如學妹玩家劉鈺如學妹玩家劉鈺如學妹~~~~    

嗯，首先應該從哪開始呢就從剛

考上這所大學，開學進來就讀的那一

天起吧！又或許是更早之前………

早在某個時間，學長學姊們或許就已

經開始，他們天馬行空的想法，搜索

枯腸。希望能為學弟妹們，帶來耳目

一新的表演，為當下畫下感動。 

 從剛出發到達虎頭埤，我們接下

來要活動一天半的場地，就沒有停

歇、冷場過。中午的餃子大賽，下午

充滿創意的大地遊戲，晚上穿插學弟妹有情客串的迎新晚會，晚上好吃的宵夜-

綠豆薏仁湯，在凌晨一兩點，結束瘋狂的的第一天。隔天早上六點整準時集合，

殘酷的早餐大處罰，階級制的早餐內容；緊接著，就是最慘絕人寰的體力大考驗，

幾家歡喜幾家愁的闖關遊戲，測試大家的耐心、智慧，最重要的就是團隊精神了；

再來就是天堂與地獄的差別，愉快的烤肉午餐，到最後一項活動-獎懲大公佈，

優勝着是香甜可口的水果酒，落敗者當然就難逃一”濕”的命運啦，真的是應驗

了「快快樂樂的出門，濕濕黏黏的回宿舍」，但一樣的是………哇嘞，回程路上

大家根本都累得東倒西歪了嘛…… 

 記憶回想至此，不得不佩服各位學長姊敬業的態度，迎新晚會上的精采演出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吧！不難想像此

期間所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和過程中

心理上的壓力；但，同樣的，換取的

是大家一致且佩服的掌聲，和不盡的

稱讚。 

 結束應該另一段旅程的開始。回

顧這段行程，還真是高潮迭起啊！雖

然大家都拖著疲累的心情回到宿

舍，好吃的肉包，東港的魚鬆，滿滿

的愉快回憶算的上是行程中的意外的收穫吧。不知道活動的安排究竟是犧牲了多

少所換來的；也不了解活動後的檢討會是怎樣的情況，多苦多累大慨只有他們自

己知道吧！但其中的成就感、學弟妹嘴上的笑容，就是這次活動圓滿落幕的最佳

證明了。 



    

玩家趙令堯學弟玩家趙令堯學弟玩家趙令堯學弟玩家趙令堯學弟~~~~    

迎新宿營，這是上大學之後，第一個算比較特別

的活動，因為學長們，很辛苦的，花了很久的時間，

在策劃這個活動（還有懲罰），所以讓這個活動，充滿

了”快樂的恐懼感”，

在這個微妙的感覺作祟

下，許多可能從開學懶

到畢業的人，也會露出

熱血的一面（本人我大

概也是其中一員吧．．．

ＸＤ）． 

  無論是哪些人策劃的，只要是宿營，就有一

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一定會讓人累到有一種近

似圤街的感覺，然而因為殘暴學長們準備的懲罰

（ㄚ～不要打我），即使在累，也會強迫自己拼

命，特別是到了第二天，更是如此（因為快要接近慘無人道到最終處罰了）． 

  我印象最深的，也就莫過於第二天的活動了（嚴格說起來，第二天真有影響

勝負的也只有這個活動），在那個活動當中，就能看到所謂的六親不認，朋友間

互相殘殺，簡直就是極盡殘暴之能事（只是攪個塞．．．ㄚ～別扁我，我只是個

小編而已），我們那一組，第一個比賽，是比賽反應－接水球，而一開始搶愈多

水球，能用來接的愈多，因為我們比對手早到了半個小時，關主次郎學長是個”

好人”（沒別的意思，別誤會．．．＝＝＋），讓我們先看地形，於是在天時地

利之下，當然贏了，然而恐怖的現在才開始，輸的要接受小懲罰－挨水球，英勇

的老魏同學，在兩名”好”哥們精密的控球下，正中ＬＰ（還好太小了，打不中．．

噢～好痛），再來還有很多，但礙於版面，就醬省略吧（其實是我太懶了）． 

   

不管這次的結果，是輸還是

贏，玩的開不開心，最重要的，

是一個經驗，我們不可能永遠是

大一（死都不能讓那個”可能”

發生），明年，就是輪我們要辦迎

新宿營了，因此即使這活動，真

有不盡完美的地方，也是我們要          

學習的，所以輸掉被懲罰的，也

別恨了，明年換我們來凌虐學新



生吧！（哼．．．哈．．． 

    

    

    

    

    

就在就在就在就在 2004/12/82004/12/82004/12/82004/12/8 發生了足以震驚應微新生的活動發生了足以震驚應微新生的活動發生了足以震驚應微新生的活動發生了足以震驚應微新生的活動，，，，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的開始是由學名是林家宏的開始是由學名是林家宏的開始是由學名是林家宏的開始是由學名是林家宏((((現任應微系學會學藝部副現任應微系學會學藝部副現任應微系學會學藝部副現任應微系學會學藝部副

部長部長部長部長))))的的的的制服日之虎濫報名表制服日之虎濫報名表制服日之虎濫報名表制服日之虎濫報名表……………………    

    

    

READY:READY:READY:READY:    

12/8 號,，就是傳說中令人期待可愛的制服日，

當天幾乎全部的人都穿著制服上課，然後因為某些

原因，所以我翹課在家裡，煩惱著如何把空白的制

服走秀 queen & king 填滿….這時候,想到了之前大

一時，學長用的方法… 

GO:GO:GO:GO:    

    當天下午 3 點 30，直接從家裡出發，殺到制

服日會場，系學會幹部學長有些已經在打掃了，大

約在 4 點 30 多，大家已經把會場打掃，佈置完成.，

等待系上同老師主任學學長姊學弟妹的到來，當

然，傳說中的無敵消失的報名表-改-神秘簽到表,

出現了…改這表真的很簡單,把前面的標題- queen 

& king 往後一折，虎濫簽到表就出現了…. 

    第一個簽上自己名字的，是銘鼎銘鼎銘鼎銘鼎學長,真的很

神秘，大家應該都記得去年冠傑冠傑冠傑冠傑老大上台的情形…但是因為旁邊有其他學弟妹，

所以我就以訝異.悵然的眼神，看著苦力付出的銘鼎銘鼎銘鼎銘鼎學長把自己名字簽在第一

欄… 



    之後，陸陸續續的，許多學弟妹簽上的自己的大名，後來因為人數過多，並

沒有給每位學弟妹簽，有些學弟妹沒簽到簽到表，還跟我爭取，我也只能默默的

遞神秘的報名表，然後還要跟已進入會場的同學說，第一時間看著他們訝異憤怒

的表情，真的很爽，但是又怕被一旁還為簽到的同學聽到，所以有時候要忍住，

真的很  high…然後最後，就被叫上去代替何姵何姵何姵何姵懲罰套絲襪，被學弟妹丟牌子… 

    

    

受害者林雯欣學妹受害者林雯欣學妹受害者林雯欣學妹受害者林雯欣學妹~~~~    

    

    

隨著 BBS 上的倒數，所有應

微人期待的一天終於到來 ，這天

彷彿時光倒流,回到了那很制式且

單純的高中，重新套上了那充滿

回憶的制服，再次享受與母校共

榮的成就感!沒錯，十二月八日就

是我們應微系的制服日!! 

 

    一件制服，代表了一間學校

的榮耀,看著每個人都非常有信心

的表現出自己和母校的光采，這

的確是一件值得我們欣喜的事，

當然，大家也不免比較彼此的學校和制服，有新有舊，有大有小，有寬有窄，形

式確實五花八門，也因此對彼此又多添了一分了解，當然，也有來自同鄉的哥倆

好，姐妹淘，看著相同的制服勾起了昔日一起用功拼戰的辛酸，當今又來到了同

一個地方，這份情緣的確需要好好珍惜呀! 

 

    經過了一天的洗禮，許許多多曾不

相識的學校，漸漸的在腦中構築，讓我

們也體會到了台灣各地其實也是有差

異的，然後隨著大家談論酸甜苦辣，昔

日風采…，時間慢慢爬到了學長姐精心

策劃的晚會活動，晚會中有著豐盛的美



食，制服選美和團體遊戲!!不管是西式餐點，中式主餐還是精緻甜點，全被一掃

而空，由此可見可口的程度，而制服選美呢，雖說大一許多人都是不知情的受迫

性參加…，因此上台都很彆扭，帶著些許的不好意思，接下來的過程中也不乏學

長搞笑演出喔，最後選出了最好的 King & Queen，都由表現搶眼且不怯場的學長

姐獲得!!接下來的遊戲，緊張的大風吹，慘無人道的處罰讓大家玩起來非常賣

力，使出了吃奶力氣爭取那有限的免死龍座!! 

    時間過的快，尤其是歡樂的時光,非常感謝那些用心良苦的學長姐，因為有

他們的準備才能讓我們應微師生留下這美好的回憶 ! .....脫下了制服，再次扮演

一個有為的嘉大青年!! 

    

受害者何明融學弟受害者何明融學弟受害者何明融學弟受害者何明融學弟~~~~ 

十二月八日是個應微系的大日子(我個人認為

啦!!) ，”制服日”.一大早出門，就先看到我們女

生穿著各個學校不同制服，好可愛喔!!好像大家都

回到了高中一樣，都還有點害羞，不好意思呢!!從

宿舍走到教室的路上，陸陸續續遇到我們班男生，

真想不到我們班男生穿起制服來都還滿”挺”

的，而且雞雞叫(紀閔介)穿的很有機長的味道，而

方信淳…根斯基真的有像喔(本人行深深的一鞠

躬)!!最重要的是，林元俊不管穿什麼，都還是這麼

痞! 

    到了教室，大家不外乎都在談論著，哪間學校

的制服很特別，哪間學校的制服很”樸實”!!而穿

裙子做實驗，真的很辛苦，要有一定技巧在，時間

也隨著大家愉快的笑聲，一點一滴的帶領我們走向

今天的晚會…… 

晚會的開場，就是大家被大支的的”簽到

單”騙了，因此大家都對大支”懷恨在心” ，恨不

得把大支丟進蘭潭，但事實證明我們並沒有這樣

做，所以由此可知應微大一的學弟妹都是很可愛

的，心地善良，不像大

支…，可怕喔!!當然 King 

and Queen 走秀也是很順利

的進行，毛哥出場方式真的與眾不同，感覺陣仗很大，

而我們一年級的，很有呆呆的走進閃亮亮裡面，憨憨的

走出閃亮亮的感覺，最後 King 由我直屬鄭宇翔先生獲



得，恭喜恭喜(驕傲狀,因為他是我直屬).而莊淑惠小姐也榮獲 Queen 的殊榮，接下

來的大風吹，大家都玩得心驚膽跳，真是很怕被處罰.尤其是那個絲襪套頭.真的

玩得有點小誇張，不過看到大支被套，我想我們大一的心中，應該有一小部份的

怨意被釋放出來了吧!!最後的打包時間，我們見識到了黃俊偉的功力，真有很強.

而我們也人手一支”阿拉棒”(就是很硬梆梆的那隻)，踏著滿足的步伐回宿舍

了!! 

    

    

    

    

二十人二十一腳趣味競賽展現了什麼叫做二十人二十一腳趣味競賽展現了什麼叫做二十人二十一腳趣味競賽展現了什麼叫做二十人二十一腳趣味競賽展現了什麼叫做    

『『『『應微團隊精神應微團隊精神應微團隊精神應微團隊精神』』』』            ((((文由黃仲琳學弟文由黃仲琳學弟文由黃仲琳學弟文由黃仲琳學弟....吳雯倩學妹提供吳雯倩學妹提供吳雯倩學妹提供吳雯倩學妹提供)))) 



    記不得是那天晚上了，我們

幾個大一的女生和一些學姐約在

生科院前的廣場 開始了第一次

20 人 21 腳的集訓，一切都比想像

中的順利，排好隊型後，由站在

中間的玉純學姐喊口號「預

備……殺……….1.2.1.2…..」大家

起初不是很協調，兩邊的速

度不一致，但，女生的超強

的，我們第一次練習就練到

〝跑〞的階段，而且才練一

下子就玩出興趣了，到了比

賽當天，大家頂著酷熱的太

陽，看著別系的步伐，坦白

說……..安心了下來，換我們

準備時，開始有些小緊張(尤

其在綁帶子那一刻)，但，一

切都很順利，耳中圍繞著應微加

油團的鼓勵聲，女生們齊心的向

終點邁進，經過兩次比賽後，我

們得了第一…….哇!真的很興奮

~~練習兩次不是白費的……… 

 

比賽的槍聲響起，在盡責的

啦啦隊歡呼聲中，應微隊以整齊

劃一的步伐，朝著終點的護墊前

進。整齊的口令、絕佳的默契、

還有適當的節奏步調，令在場的每個人印象深刻，也贏得了全場的掌聲。勝利的

那一刻，在人人臉上，看到了滿足、喜悅。將時間點往前挪，在比賽前，從口令

的討論－為了使得相鄰的每個人踏出一樣的步伐；走路和跑步的練習－為了使彼

此習慣隊友的步伐大小；在一次次的跌倒中站起，滴下每一滴辛苦的汗水，犧牲

了玩樂休閒的時間，一切的努力，終於在最後有了最好的結果。事實證明了，成

功不是偶然，在勝利的同時，或許沒有太多人會去想起或在意那背後的努力，但，

那卻是最重要的。 

 

 

 



拔河可以看出應微人的氣魄拔河可以看出應微人的氣魄拔河可以看出應微人的氣魄拔河可以看出應微人的氣魄        ((((文由文由文由文由黃仲琳黃仲琳黃仲琳黃仲琳學弟學弟學弟學弟....吳雯倩吳雯倩吳雯倩吳雯倩學妹提供學妹提供學妹提供學妹提供))))    

一、二、殺~~~一、二、殺~~~震耳欲聾的廝殺聲在操場上演，踏起的沙塵

瀰漫，有如千軍萬馬般，雙方你來我往僵持不下，自雙方加油團的手勢及加油聲

中，扭曲的表情、緊繃的肌肉、夾緊的雙臂，隨著口令一次次的往後”蹬”。終

於，中間的標示有了移動的跡象，一點一點的拉離中線。當哨聲響起的那一霎那，

獲勝的一方歡聲雷動，挫敗的也摩拳擦掌的準備下ㄧ場扳回一城。雖然失敗了，

但在每個人的臉上，看不到洩氣、失望。畢竟已經努力了，這種精神，也讓ㄧ旁

的人感受到了。有些人也會爲不同系的同學打氣加油。從拔河，讓我們了解團結

合作、風度及運動家精神，這正是生科院ㄧ連串活動的真正目的吧! 

生科盃的拔河比賽，應微團隊派出兩隊出賽，實力相差懸殊，A 隊，是由學長學

姐所挑出的精英隊，且口號、隊型、手擺放的位置、身體倾斜度、技巧，大家好

像都早已明瞭，反倒 B 隊，雖然很幸運的抽到種子隊，但…..第一場就慘敗，只

能說……還沒開始出力…….就被拉走了(跟校慶時的情況差不多)…所以沒什麼

比賽的感覺，因為…一切都來的太突然了，而 A 隊的大哥大姐果然厲害，每個

人臉上都帶有兇狠的殺氣，一路過關斬將，氣勢非凡，在旁啦啦隊也瘋狂賣力的

為他們喊口號，最終，雖輸給分生 A 隊，但雖敗猶榮，因為他們塊頭都大我們

一號……本隊獲得了亞軍的殊榮…… 

 

介紹本系的系旗介紹本系的系旗介紹本系的系旗介紹本系的系旗    

 
這是由一年級的李書政李書政李書政李書政同學幫我們設計的，左為植物細胞，中為噬菌體，右為

DNA 序列圖，而下列的英文字正是我們的系名… 



應微應微應微應微 2005200520052005 年來的活動年來的活動年來的活動年來的活動    

1/5 是應微系全員大會喔… 

1/17~1/21 是期末考週…大家要加油… 

1/22 放暑假囉 

2/21 開學~~~系學會準備了第一各活動就是系內盃 

內容涵括各項球類 

 

 

 

 

 

 

 

 

 

 

 

 

 

 

以上由應用微生物系學會學藝部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