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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園起源於歐洲，隨著時代而有其不同的任務，十六世紀以藥用植物的蒐

集栽培為主，十七世紀則逐漸成為分類學研究的重鎮。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帝

國主義橫行全世界，英國、荷蘭等國家紛紛在殖民地設置植物園，來開發熱帶

植物產業如茶、咖啡、可可等，因而獲利甚多。近十餘年，植物園更被賦予生

態保育及植物種源的使命而受到相當大的重視。上海為中國大陸地區最重要之

商業城市，在市政府、中國科學院和國家林業局合作下，共同建設了集科研、

科普和觀賞遊覽於一體的辰山植物園，占地面積共 207 公頃，是一座很新穎的

現代化植物園。本次參訪由上海辰山植物園園之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研中心

馬金雙博士與嚴岳鴻博士的邀請，以期望拓展上海辰山植物園與臺灣學術界交

流，並藉以增加更多的後續交流機會。園區實際巡禮的過程，充分感受園區強

調融入現有山水環境，發掘、恢復及保護場地的自然特性和人文，自然資源永

續利用概念的實踐，結合中國傳統園林藝術及歐洲現代設計理念的風格。而外

形壯觀又奇特的溫室展館，除能體現自然與現代的融合外，更能體會德國設計

家克裡斯朵夫·瓦倫丁（Christoph Valentien）的創意，以及領會該植物園引進外

部專業及資源的用心。生物多樣性中心透過安排本次參訪學習，促進海峽兩岸

年輕學子認識、交流，並期待有關植物資源利用與研究的合作，故生物多樣性

中心劉以誠主任以「蹄蓋蕨屬系統分類研究」、「蕨類植物解剖及功能性特徵」、

「外來植物監測」及「高海拔植被監測」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並與園區研發人

員討論及交流。本次參訪行程亦安排學生自由遊覽上海各景點，以體驗大陸格

局、視野之之廣大。藉由本次參訪及體驗，使學生們認識並且學習中國近代植

物園的設立、理想與實務，並促使更多的後續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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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植物園起源於歐洲，隨著時代而有其不同的任務，十六世紀以藥用植物的蒐

集栽培為主，十七世紀則逐漸成為分類學研究的重鎮。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帝國

主義橫行全世界，英國、荷蘭等國家紛紛在殖民地設置植物園，來開發熱帶植物

產業如茶、咖啡、可哥等，因而獲利甚多。近十餘年，植物園更被賦予生態保育

及植物種源的使命而受到相當大的重視。上海辰山植物園為為中國華東地區規模

最大的植物園，也是中國植物研究最重要的基地之一，透過此次參訪使師生認識

並且學習中國近代植物園的設立、理想與實務。 

 

植物園的設置目的除了具有發展與普及科學教育的功能之外，更提供學術研

究的價值。上海市政府與中國科學院共同建設辰山植物園，使其成為上海的植物

科學研究中心，對研究生進行教育與培訓工作， 因此由生物多樣性中心劉以誠

主任帶領生物資源學系 8 位學生前往上海，與植物學、保護生物學、園藝學方面

的研究人員，進行實地學習交流。 

 

二、參訪目的 

1. 上海辰山植物園內導覽，瞭解植物園的設立、理想與實務 

2. 學習園方經營管理辰山植物園的方法 

3. 與研究人員進行經驗交流 

三、出國人員 

生物多樣性中心 劉以誠主任 

生物資源學系 8 位學生:廖均宜(大四)、沈冠宇(大四)、許翊萱(大四)、郭柏輝(大

三)、羅伊芳(大三)、王毓詩(大三)、沈芳如(大一) 

四、預期目標 

藉由參訪實際瞭解上海辰山植物園經營與管理策略，並透過年輕學子彼此之間

的認識、交流，以期待有關植物資源利用與研究的後續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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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行程 

月/日(星

期) 

地點 參訪行程 

4/1(三) 桃園-上海 

 

去程 

早上 10:10 桃園國際機場--BR712--12:05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下午 參觀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研中心各研究組實驗室、

標本館 

晚上 與研究人員吃飯茶敘、與嚴老師的研究生交流 

4/2(四) 上海辰山植物園 早上 參觀辰山植物園 

下午 與各研究組人員交流 

晚上 走訪泰晤士小鎮 

4/3(五) 上海辰山植物園 早上 礦坑花園園藝實習/劉主任進行專題演講 

下午 溫室園藝實習/劉主任進行專題演講 

晚上 走訪上海外灘 

4/4(六) 上海-桃園  

 

回程 

上海景點自由走訪 

20:05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BR721--22:05 桃園國際機場 

 

六、參訪內容及照片 

4/1(三) 

  上海辰山植物園位於上海松江區佘山旅遊度假區，全園約 207 公頃，主要為海拔約

3 公尺的平地，河道及溪流面積約 18 公頃，而園內代表性地理景觀「辰山」乃屬於

松江九座山之一，其山體約 16 公頃，海拔約 71 公尺。上海辰山植物園乃由前松江區

辰山村之村莊、農田、魚池、河流及林場等為主體，經上海市政府、中國科學院和國

家林業局共同合作規劃建設，成為兼具科學研究、科學普及推廣和觀光遊憩的綜合性

植物園。 

 

  本次參訪由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研中心馬金雙博士與嚴岳鴻博士的邀請，以期望

拓展上海辰山植物園與臺灣學術界交流，並藉以增加更多的後續交流機會。本次參訪

團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後，隨即由嚴博士的助理周喜樂先生接待，至飯店辦理入住後，

便至上海辰山植物科研中心與嚴博士會面。嚴博士熱情的介紹其「蕨類植物多樣性與

進化課題組」實驗室的特色，並帶領學生們至各研究組參觀(圖 1)。 

 

  上海辰山植物科學研究中心內另設有標本館簡稱辰山標本館，國際代碼為 CSH（英

文 Chenshan Herbarium 縮寫）。此館的前身是上海辰山植物園在建設階段期間的活植



 

3 

物收集證據標本室，於 2010 年才遷入中心內。標本館管理員葛斌傑先生詳細介紹著館

內設施，包括標本館大廳、複份標本間、標本製作間、消毒間、低溫冷凍間、烘乾

間、標本鑑定間、管理房、辦公室，目前已存放標本 6 萬餘份，採自屬於華東植物區

系範圍的各個省市、自然保護區和天然林地等，以及中國其它各省，也有一部分來自

其他國家的珍貴標本。標本櫃共經六次的設計修改，並在每個櫃子的最底下設計了可

拖曳的鐵板，可做為檢視標本的簡易書桌，非常貼心的設計。目前辰山標本館正著手

將現有標本數位化，館長馬金雙博士也非常歡迎海內外人士和相關研究機構進行標本

互贈和交換(圖 1)。 

 

  晚飯後，學生們與嚴老師的研究生朱曉鳳學姐交流，朱學姐很親切地介紹她目前的

研究內容，也聊到台灣與大陸的大學文化，經過交流後，學生們對於大陸的研究內容

更有瞭解，彼此之間拉近了不少距離。 

  

  

圖 1. 參訪團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後，隨即由嚴博士的助理周喜樂先生接待。接著參觀各研究組與辰山標

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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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四) 

  第二天由園藝部活植物資訊技術組黃姝博組長進行進行簡報介紹與實地參觀。透過

簡報介紹瞭解辰山植物園以園藝為基礎，融入科普，並以科學研究做為支持。在園藝

方面，辰山植物園自 2007 年籌建開始，已建立了專門的植物引種保育團隊，以華東植

物區系為主，大量收集各類植物種質資源，目前共收集近 11000 個物種，以華東地區

的植物最多。除了有規模的收集植物種源，也致力於珍稀瀕危植物的引種保育和專類

植物的集中收集和保護研究(圖 2)。 

 

  園藝部草本技術組邢強組長實地操作草坪的自動澆灌系統給師生們觀看，開啟系統

馬達後，灌溉的水源從地底抽出，透過管線運輸至各個園區進行澆灌，並使用遙控器

可進行遠端澆灌水量與角度的控制。草坪的照顧則是發包給養護公司進行維護，由邢

老師針對每一期目標進行監督與管理。有關園區內的病蟲害防治，則由園藝部活植物

資訊組李麗老師介紹，並實地操作蟲情測報燈給學生們看，了解園區內的昆蟲種類(圖

2)。 

 

  下午由黃老師詳細介紹上海辰山植物園的歷史沿革，並親自導覽礦坑花園、岩石和

藥用植物園及展覽溫室等主題園。園區實際巡禮的過程，充分感受園區強調融入現有

山水環境，發掘、恢復及保護場地的自然特性和人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概念的實

踐，結合中國傳統園林藝術及歐洲現代設計理念的風格。植物園對山水環境及植物力

求貼近自然風貌，但也給予適當的人為養護及管理。同時妥善規劃人行及遊園車動

線，使遊客可在整齊清潔的基本景觀美學環境下，以適度、不侵擾或破壞自然風貌的

距離親近自然(圖 3)。 

 

  參觀完辰山各角後，便至科研中心的會議室與各研究組面對面進行交流，會議由中

心的副主任馬金雙博士主持，馬博士介紹其「植物分類研究組」完成的研究成果與正

在進行的研究內容後，各研究組也隨之簡介目前與未來的研究方向。劉以誠主任也正

式說明此次參訪的目的為「帶學生們來見學交流，讓學生們瞭解對岸的科學研究，培

養學生不同的視野。」並介紹目前蕨類研究室著手的研究內容。馬博士也歡迎台灣的

大學生或研究生可以來辰山進行實習與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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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園藝部活植物資訊技術組黃姝博組長進行進行簡報介紹與實地參觀。草本技術組邢強組長實地操

作草坪的自動澆灌系統給師生們觀看。活植物資訊組李麗老師操作蟲情測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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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黃老師詳細導覽礦坑花園、岩石和藥用植物園及展覽溫室等主題園。學生們可以感受園區強調融入

現有山水環境，發掘、恢復及保護場地的自然特性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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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五) 

  第三天的活動為學生們進行園藝實習，劉主任則至科研中心進行「蹄蓋蕨屬系統分

類研究」、「蕨類植物解剖及功能性特徵」、「外來植物監測」及「高海拔植被測」

的專題演講。程小華先生教授學生們教導喬灌木的修剪技術與注意事項，程老師是植

物園請聘的園藝顧問，在礦坑花園、岩石藥用園等重點景區進行修剪，打造一樹一景

的優美精緻。學生們也與園區景觀設計師陳夕雨先生、楊婉韻老師交流，每一處花境 

都是經過多次的設計、嘗試、修改，才能讓花卉達到模擬自然界中野生交錯生長的自

然狀態，處處可以感受到設計師老師們對於造景的用心與執著，從不同角度觀看辰山

的園藝造景，都非常生動活潑(圖 4)。 

 

  下午為溫室中心楊慶華主任向學生們介紹展覽溫室。辰山共有三座展覽溫室:熱帶花

果館、沙生植物館和珍奇植物館，為亞洲最大展覽溫室之一，溫室群整體規劃巧妙，

景觀獨特，其中沙生植物館堪稱世界最大室內沙生植物展館，現已成為上海重要點。

溫室展館設計兼具建築景觀特色及展覽植物的環境需求，展館走道亦有兼具環保節及

遊客遊覽舒適性的貼心設計，不遠即可感受由地底吹起的涼風。參觀完展覽溫後，與

實習生一同操作進行文心蘭的擺設，將一株株文心蘭去除黑色塑膠套後，以水苔覆蓋

塞滿後，便完成文心蘭的花壇，這些花壇會擺放於溫室內作為裝飾之用(圖 5)。 

  

 
 

圖 4.學生們與園區景觀設計師陳夕雨先生、楊婉韻老師交流，每一處花境都是經過多次的設計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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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六) 

學生們各自搭乘地鐵，走訪感興趣的景點，體驗上海新舊文化的結合風情。師生們搭

乘晚間 8 點班機回台，結束四天的豐富的參訪行程。 

  

  

 
 

圖 5. 溫室中心楊慶華主任向學生們介紹展覽溫室。參觀完展覽溫後，與實習生一同操作進行文心蘭的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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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得 

  這是生物多樣中心第一次辦理的業務，很感謝上海辰山植物園科研中心的馬博士與

嚴博士邀請，讓此次參與參訪的學生們有拓展視野的機會。該園的歷史沿革可溯自

2004 年上海辰山植物園建設納入「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

要」，2005 年上海市政府與中國科學院簽訂「合作共建上海辰山植物園工作協議

書」，同年發布「上海辰山植物園方案設計招標件」，遴選德國專家克里斯朵夫·瓦倫

丁（Christoph Valentien）進行細部設計，續於 2006 年起編制員額並積極建設，並配

合「2010 年上海世博會」開放。 

 

  在上海辰山植物園區實際巡禮的過程，充分感受該植物園自我期許『精研植 

物、愛傳大眾』的使命。該植物園透過植物獨特生境的營造、特色植物的收集、種植

和造景，形成了風格各異、季相分明、優美的植物景觀和良好的生態環境，著實為廣

大上海市民的遊覽、休憩及植物科普教育，提供了一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經典的場

所，也不愧名列大陸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而外形壯觀又奇特的温室展館，除能體現

自然與現代的融合外，更能體會德國設計家克里斯朵夫·瓦倫丁的創意，以及領會該植

物園引進外部專業及資源的用心。 

 

  生物多樣性中心劉主任希望透過此次參訪，除了讓學生們瞭解對岸的科學研究，培

養學生不同的視野之外，並期許往後能有更多的交流機會。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員對於

台灣的研究都感到好奇，並向劉主任提出相關問題，透過此次的討論及交流，能促進

海峽兩岸植物資源利用與研究的瞭解。而參與本次參訪的學生們大都是第一次出國，

學生們的反應普遍良好，由於所學的領域與園藝無關聯，因此對於行程規劃的園藝實

習是都認為是很新奇的體驗；也對於兼具科學研究、科普及觀光遊憩的辰山植物園，

留下深刻印象。期待未來生物多樣性中心能在劉主任的帶領下繼續辦理相關業務，讓

更多生物資源系的學生開拓國際視野。 

 

八、建議 

此次參訪行程有以下幾點可再改進: 

1.通訊問題 

建議能讓學生們或其中一位學生代表擁有電話卡，方便緊急聯絡用，電話卡費用可由

公費支出。 

2.行程規劃 

    a.園藝實習可再深入:學生們認為園藝實習過於淺顯，可以先進行簡報課程，了解

原理後，再實地操作實習工作，會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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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病蟲害的簡報過於無趣:學生們普遍對病蟲害不感興趣，建議可將病程害的介紹

改成園藝部木本組的養護管理。 

    c.午餐的負責單位不清楚:學生們不太清楚午餐要找哪個單位洽詢，建議要再向辰

山進行確認。 

    d.與研究生更多的交流:這次的參訪只有與嚴老師的一位研究生交流，可以再多增

加與學生們交流的次數。 

3.住宿問題 

第四天因為時間太趕，計程車已經等不及載客，而沒能收回所有的房間卡，導致有一

位學生忘了將房卡歸還給櫃檯。建議將集合時間提早十分鐘，才能從容退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