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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課程委員會 
第 80次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6月 4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林館二樓研討室 
主席：羅主任漢強 
出席：王亞男  應紹舜  鄭欽龍  陳明杰  袁孝維  邱祈榮 

柯淳涵  鹿兒陽  曲芳華  林法勤 
列席：梁宇暉 
出國：蔡明哲 
請假：王立志 
 
壹、確認本委員會第 79次會議記錄並報告執行情形： 
時間：97 年 4月 22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林館二樓研討室 
案由一：為袁教授孝維新開「台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一門課程案，

提請審議。 
提案人：袁孝維 
說 明： 

一、依據袁教授孝維課程申請書辦理。 
二、袁教授為配合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與生命科學院共同舉辦國際

學術交流活動，擬自 97學年度第 1學期起，與謝教授長富、
李教授光中、張教授俊彥、丁教授詩同、盧教授虎生、王教

授亞男、張助理教授耀乾、鍾助理教授國芳等人共同新開全

校性選修之英語授課課程「台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

其課程大綱如附件二【註：附件略】。 
決 議： 

一、授課教師修正為袁教授孝維、張教授俊彥、丁教授詩同、盧

教授虎生、王教授亞男、鍾助理教授國芳等六人。 
二、請張教授俊彥、盧教授虎生、王教授亞男三位教師再補上著

作目錄。 
三、成績評量方式修正為出席 20%，討論 40%，報告 40%。 
四、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業向教務處登錄本課程，預定排入 97學年度第 1學期課表。 
 
案由二：為鍾助理教授國芳開授「資源調查與評估」及「植物分類學特論」

二門課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鍾國芳 
說 明： 

一、依據鍾助理教授國芳二門課程申請書辦理。 
二、鍾助理教授擬自 97學年度第 1學期起開授二門課程如下： 

1. 「資源調查與評估」，3學分(課程編號：605 49550)，大
學部森林環境學群、森林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 4 年級選擇

必修(附件三【註：附件略】)，本課程原為蘇教授鴻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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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授。 
2. 「植物分類學特論」，3學分(課程編號：625M1410)，研
究所碩士班選修，本課程原為蘇教授鴻傑所開授(附件四
【註：附件略】)。 

決 議： 
一、「資源調查與評估」： 

1. 課程之中文名稱修正為「植群調查與評估」，英文名稱修
正為「Vegetation Inventory and Asscessment」。 

2. 先修科目請修正為：樹木學或植物分類學，及森林生態學

或生態學。 
3. 請補課程進度表。 
4. 本新開課程替代目前大學部森林環境學群、森林資源保育

與管理學群 4 年級選擇必修之「資源調查與評估」。 
5. 修正後通過。 

二、「植物分類學特論」： 
1. 參考教材請依年份或作者姓名字母排序。 
2. 請補詳盡之課程內容。 
3. 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業向教務處登錄「植群調查與評估」課程，「植物分類學特論」

預定排入 97學年度第 1學期課表。 
 
案由三：為鄭助理教授智馨新開「森林營養學」、「陸域生物地球化學概

論」及「土壤有機物特論」三門課程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鄭智馨 
說 明： 

一、依據鄭助理教授智馨三門課程申請書辦理。 
二、鄭助理教授擬自 97學年度第 1學期起新開三門課程如下： 

1. 「森林營養學」，3學分，大學部森林生物學群、森林環

境學群、森林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 3 年級選擇必修(附件五
【註：附件略】)。本課程原為胡教授弘道所開授，2學分，
為森林生物學群、森林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之選擇必修。 

2. 「陸域生物地球化學概論」，3學分，大學部及研究所選
修(附件六【註：附件略】)。 

3. 「土壤有機物特論」，3學分，研究所碩士班選修(附件七
【註：附件略】)。 

決 議： 
一、「森林營養學」： 

1. 請補中文課程進度表。 
2. 課程內容及大綱請使用中文，或中(英)文並列。 
3. 本新開課程替代目前大學部森林生物學群、森林資源保育

與管理學群之選擇必修課程「森林營養學」(2學分)。 
4. 修正通過。 

二、「陸域生物地球化學概論」： 
1. 請補課程中文內容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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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進度表請使用中文，或中(英)文並列。 
3. 請兼顧大學生及研究生不同程度之需求，並且避免與類似

性質課程內容重覆。 
4. 修正通過。 

三、「土壤有機物特論」： 
1. 請補中文課程進度表。 
2. 課程內容及大綱請使用中文，或中(英)文並列。 
3. 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業向教務處登錄此三門課程，「陸域生物地球化學概論」及「土

壤有機物特論」預定排入 97學年度第 1學期課表。 
 
案由四：為本系 97學年度「統計學」課程處理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統計學」課程目前由陳教授明杰、關教授秉宗、邱助

理教授祈榮各開授一班。 
二、陳教授明杰申請於 97學年度第 1學期之休假研究案，業經本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教授於 97學年度第 1學期所
開授之「統計學」班次將因此停開。 

三、本系 97學年度大二之學生人數預估將有 80-90人，關教授秉
宗、邱助理教授祈榮兩位教師各開授一班，必定不足容納全

部學生，如何因應，請討論。 
決 議：本系 97學年度第 1學期「統計學」試以下述優先順序方案處理： 

一、若賴伯欣博士能自 97學年度第 1學起，獲得本校聘任，為本
系專任助理教授，則負責代理陳教授明杰開授一班「統計學」

一學期。 
二、若賴伯欣博士未能獲得本校聘任，則本課程於 97學年度第 1
學期，委請關教授秉宗及邱助理教授祈榮分別開授「統計學」

一個班次，各班次總人數以 45人以下為原則，外系學生限 5
人。 

三、再不然，則授權系主任商請開授「統計學」之相關學系教師

代開一班或接納本系學生選修。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 
 
案由五：為編輯本系林場實習(一)、(二)、(三)及(四)等課程之操作手冊一

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林場實習」各課程自 95學年度起已行調整為四項領域，

分別為「森林生物」、「森林環境」、「生物材料」、「資源保育

與管理」。 
二、依據本系第 231次系務會議之林場實習課程規劃乙案決議，

請規劃各個領域實習操作手冊，應如何辦理，請討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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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 96學年度林場實習(一)、(二)、(三)及(四)之各位林場實習

領隊老師，負責該項領域林場實習課程操作手冊之彙編，再

交付實驗林之相關兼任教師統籌準備應用。 
二、本決議函會生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執行情形：依決議敦請丁助理教授宗蘇(森林生物領域)、邱助理教授祈榮(森
林環境領域、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林助理教授法勤(生物材
料領域)等分別辦理。 

 
案由六：為本系林兼任副教授文亮前曾開授之課程如何調整一案，提請討

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林兼任副教授文亮自本年 8月 1日起，不再開授大學部 3 年

級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選擇必修之「森林收穫學(課程編號：
60531800)」及大學部 4 年級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選擇必修之

「森林管理決策(課程編號：60544810)」。 
二、前經本委員會第 78次會議決議處理原則：若 97學年度第 1
學期順利聘得適當教師，則請接手開授「森林收穫學」、「森

林管理決策」兩課程。若不果，則自相關學術單位中聘請兼

任教師擔任之。 
三、本系第 8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已通過決議，自 97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將新聘「森林遊樂及生態旅遊」專長領域專任教師

1名。 
四、另，林副教授提供Warnell School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Georgia課程資料以供參考(附件八
【註：附件略】)。 

決 議：授權系主任商請國立宜蘭大學自然資源學系王教授兆桓及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汪研究員大雄來系兼職開授相關課程。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 
 
案由七：為應教授紹舜新開「古植物學一」及「古植物學二」二門課程案，

提請審議。 
提案人：應紹舜 
說 明： 

一、依據應教授紹舜二門課程申請書辦理。 
二、應教授擬自 97學年度第 1學期起新開「古植物學一」及「古
植物學二」二門課程，各為 2學分，供大學生及研究生選修(附
件九、十【註：附件略】)。 

決 議： 
一、請應教授補充相關著作目錄。 
二、兩門課程內容請分別單獨彙整。 
三、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業向教務處登錄此二門課程。 
 
臨時動議：為東北林業大學舉辦海峽兩岸大學生野外生存拓展訓練營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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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依據東北林業大學電子郵件辦理(附件十一【註：附件略】)。 
決 議：公告內容，開放本系大學生及研究生申請辦理。 
執行情形：業於 97 年 5月 6日以本系(97)森字第 047號公告於本系公佈欄，

受理申請至 97 年 5月 23日止。 
 
貳、報告事項： 
一、盧助理教授道杰所開授之「自然保護區管理」，3學分(課程編號：625 

U1600)，目前為大學部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 4 年級下學期選擇必修課

程，將自 97學年度起更改為 4 年級上學期授課。 

二、盧助理教授道杰所開授之「自然保護區管理實習」，3學分(課程編號：
625 U1750)，目前為大學部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 3、4 年級下學期選修

課程，將自 97學年度起更改為 4 年級上學期授課。 

三、趙副教授榮台所開授之「森林昆蟲生態與經營」，3學分(課程編號：605 
42730)，目前為大學部 4 年級上學期選修課程，將自 97 學年度起更改

為 4 年級下學期授課。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檢討本系「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成效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國立臺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施行辦法」(附件一)規定辦
理。 

二、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分為服務學習(一)、(二)與(三)等三門課程，
實施年級及方式如下： 
1. 服務學習(一)：一年級修習。以維護學系及學生所使用公共

空間環境整潔、美觀為原則，亦可由本校「服務學習課程

執行小組」提供一般性服務工作由本系選擇。 
2. 服務學習(二)：二年級修習。以本系及「服務學習課程執行

小組」規劃之校內外非專業性服務為原則。可與校內外志

工團體結合辦理，亦得從事校內外公共空間之清潔維護工

作。 
3. 服務學習(三)：三年級修習。以本系性質有關之專業性服務

或學生社團之校外服務為原則，亦可由「服務學習課程執

行小組」提供一般性服務工作由本系選擇。 
三、本系服務課程之授課內容目前皆授權授課教師認定並評分之，

是否有需要修正，請討論。 
四、本系學生目前皆以修習本系所開授之服務學習(一)、(二)與(三)
課程為原則，惟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執行小組」業已開授多門

「服務學習(二)」與「服務學習(三)」，本系是否開放學生修
習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執行小組」或其他學系所開授之課程，

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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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服務學習(一)維持現行方式辦理。 
二、服務學習(二)及服務學習(三)分別由林助理教授法勤及曲助理

教授芳華規劃送系，以供提課程委員會討論。 
 
案由二：檢討本系「專題討論」課程實施成效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為辦理本系新制學士班及碩士班「專題討論」上課方式，前於

本委員會第 70 次會議討論此二課程之規劃方式，並經決議如

下： 
1. 大學部及碩士班之「專題討論」課程原則上於星期三第 3、

4節上課，依領域專長各開一班，共 8班。 
2. 各班次由一名該領域教師擔任主授課教師並負責課程之安

排及執行，各班之授課時數全歸各主授課教師所有，其他

教師採自行選擇所要參加之班次出席指導學生，不排入共

同授課人。 
3. 大學部及碩士班之「專題討論」課程是否採併班上課方式

進行，由各領域專長之主授課教師協調。 
二、本系新制學士班及碩士班「專題討論」課程業已實施一年(附
件二)，是否需要修改上課方式，請討論。 

決 議： 
一、原則上於星期三第 3、4 節上課，但人數過多時，得以加開班

次方式辦理。授課時數依參與教師人數，採平均分配方式辦

理，每位教師以登記一個班次為原則。 
二、大學部及碩士班之「專題討論」課程是否採併班上課方式進行，

由各領域專長之授課教師協調。 
三、以上決議提系務會議討論。 

 
案由三：為鍾助理教授國芳開授「植物地理學」一門課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鍾國芳 
說 明： 

一、依據鍾助理教授國芳課程申請書辦理。 
二、鍾助理教授擬自 97學年度第 1學期起開授「植物地理學」，3
學分(課程編號：605 46200)，大學部森林生物學群、森林環境

學群、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 4 年級選擇必修(附件三)，本課程
原為蘇教授鴻傑所開授。 

決 議：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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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臺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施行辦法 
 

95.12.29 九十五學年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養成學生負責﹑自律﹑勤勞﹑服務與

互助合作之美德，特訂定服務學習課程施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章 執行方式 
第二條 服務學習課程分為服務學習(一)、(二)與(三)三課程。凡修習學士學位

者，於一年級修習服務學習(一)，學號尾數為奇數之學生於上學期修

習，尾數為偶數者於下學期修習，但學系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學生

於二年級修習服務學習(二)，計一學期，於三年級修習服務學習(三)，
計一學期。以上各課程每星期一小時。 

第三條 為執行服務學習課程，應成立「服務學習課程執行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由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及其推派之專人負責並聘任專職人
員與學生代表及其他相關單位共同組成，並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 

 
第四條 服務學習課程(一)係以維護學系及學生所使用公共空間環境整潔、美

觀為原則。亦可由本小組提供一般性服務工作由各學系選擇。 
第五條 服務學習課程(二)係以各學系及本小組規劃之校內外非專業性服務為

原則。可與校內外志工團體結合辦理，亦得從事校內外公共空間之清

潔維護工作。 
第六條 服務學習課程(三)係以與學系性質有關之專業性服務或學生社團之校

外服務為原則，亦可由本小組提供一般性服務工作由各學系選擇。 
第七條 服務學習課程由本小組統一制定規劃與執行原則並負責教學助理之訓

練與督導考核，由各學系負責細部規劃與執行，任課教師參與督導，

各行政單位配合執行。但亦得由本小組視教育目標與實際需求，提出

方案，提供給各學系參酌辦理。 
第八條 身心障礙之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工作性質由學系依實際之狀況

作適當之調配。其狀況特殊經系主任、院長同意並經學務長核准者，

得予免修。 
第九條 各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規劃之各項服務學習課程，須循行政程序，送

本小組核備。 
第十條 各學系所碩、博士班得參照本辦法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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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績考評 
第十一條 服務學習課程開課單位須置教學助理，協助任課老師作日常考察並

予以記錄，作為學期成績考評之依據。 
第十二條 服務學習課程為必修，零學分，採通過或不通過之考評方式。不通

過者，必須重修；全部通過者，始得畢業。 
第十三條 學生因故不能出席服務學習課程者，須依規定以書面請假方式向開

課單位辦理請假手續。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以曠課論。 
第十四條 凡請假者除公假外，其他請假均需以同等時數於當學期內補足，未

補足之時數以曠課論。 
第十五條 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而曠課達三分之一者，該學期成績以不通過

評定之。 
 
第四章  獎勵辦法 
第十六條 為獎勵服務表現優異之學生，各授課教師應於各服務學習課程班次

中選拔表現優異學生，給予鼓勵。每 20人得選拔一人，未滿 20人以
20人計。由校方頒發獎狀以資鼓勵。 

第十七條 本校學生於申請校內各項獎學金及工讀時，服務學習課程成績列為

審查條件之一。凡於申請前所完成之服務學習課程成績不通過者，不

得申請；申請工讀而服務學習課程成績績優者，優先錄用。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辦法另訂施行細則，由服務課程執行小組推動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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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6學年度學士班專題討課程表 
 

學期 班次 課名 授課 
教師 

演講

時數

上課時間 
/教室 備註 

961 01 專題討論上  鹿兒陽 2 三 34(林一 )
全系必修，詳細內容及修課

規定參見課程大綱。  
初選人數上限：50 人  

961 02 專題討論上  王立志 2 三 34(木性 )
全系必修，詳細內容及修課

規定參見課程大綱。  
初選人數上限：40 人  

961 03 專題討論上  林法勤 2 三 34(林三 )

全系必修，以生物材料學群

為主，詳細內容及修課規定

參見課程大綱。  
初選人數上限：40 人  

961 04 專題討論上  邱祈榮 2 三 34(林五 )
全系必修，詳細內容及修課

規定參見課程大綱。  
初選人數上限：40 人  

962 01 專題討論下  鹿兒陽 2 三 34(林一 )
全系必修，詳細內容及修課

規定參見課程大綱。  
初選人數上限：50 人  

962 02 專題討論下  王立志 2 三 34(木性 )
全系必修，詳細內容及修課

規定參見課程大綱。  
初選人數上限：40 人  

962 03 專題討論下  林法勤 2 三 34(林三 )

全系必修，以生物材料學群

為主，詳細內容及修課規定

參見課程大綱。  
初選人數上限：40 人  

962 04 專題討論下  邱祈榮 2 三 34(林五 )
全系必修，詳細內容及修課

規定參見課程大綱。  
初選人數上限：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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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學年度碩士班專題討課程表 

 
學期 班次 課名 授課 

教師 
演講

時數

上課時間 
/教室 備註 

961 01 專題討論 曲芳華 2 三 34(林二)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班次。主

修領域：森林生物 
初選人數上限：30人 

961 02 專題討論 陳明杰 2 
三 34(林產館

教室)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班次。主

修領域：森林環境 
初選人數上限：30人 

961 03 專題討論 張惠婷 2 三 34(林四)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班次。主

修領域：生物材料。 
初選人數上限：30人 

961 04 專題討論 邱祈榮 2 三 34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班次。主

修領域：資源保育及管理。上課

地點：林五 
初選人數上限：30人 

962 01 專題討論 曲芳華 2 三 34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班次。主

修領域：森林生物。上課地點:林
一教室 
初選人數上限：30人 

962 02 專題討論 陳明杰 2 三 56(林三)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班次。主

修領域：森林環境 
初選人數上限：40人 

962 03 專題討論 張惠婷 2 三 34(林四)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班次。主

修領域：生物材料 
初選人數上限：40人 

962 04 專題討論 邱祈榮 2 三 34 

請選指導教授指定班次。主修領

域：資源保育及管理。林五教室

上課 
初選人數上限：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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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新開及修訂課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97 年 6月 3日 
授課人：(中文)  鍾國芳 
        (英文)  Kuo-Fang Chung 
         職稱   助理教授 
         電話   02-33664643; 0921-944901 
申請項目 

新/舊課：舊課程 
課程屬性：森林生物學群、森林環境學群、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群選擇必

修 
授課對象：大四 

課程名稱：(中文) 植物地理學 
(英文) Plant Geography 

課號：605 46200 
學分：3學分 (三小時) 
開授學期：上學期 
授課方式：本課程包括每週上課，課程中將以原理原則講解、隨堂討論、書報

討論等方式進行。 
先修科目：樹木學、植物分類學或森林生態學 
課程概述：植物地理學探討植物在目前與過去之空間分布類型，其目的是描述、

記錄植物在地球表面之分布，並對這些分佈現象加以解釋。課程中將

介紹世界主要生態系生物群系，描述目前之植物分布現象，並探討各

生態系之特性與保育現況，接著說明往昔植物之演化、散播、遷移能

力，並探討地球之環境變遷（包括氣候與地理上之變化），以及此等

變化對植物與植群之影響。種課程安排乃針對生態系之環境與保育特

性加以闡述，以配合目前之資源保育需求，同時對過去 之環境變遷
影響有所瞭解，以便進一步深入未來全球變遷效應之研究。 

課程目標：本課程以旨在介紹地球上主要之植物分布模式、格局，並探討影響

植物分佈的主要因素與不同研究方法，使學生具有植物多樣性分佈的

全球觀，以作為植物多樣性保育的基礎。 
評量方法：期中考（30%）、作業與報告（30％）、期末考（40%）。 
課程內容 

週 次 單 元 主 題 

第 1週 課程介紹 (Cours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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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週 植物地理學的發展歷史 (History of plant geography) 

第 3週 植物之適應與生活型 (Plant adaptation) 

第 4週 植物之生活型 (Plant life forms) 

第 5週 植物地理之基本原理：植相地理 (Principles of plant geography: plant 
physiognomy) 

第 6週 植物地理之基本原理：植物社會地理 (Principles of plant geography: 
plant sociology) 

第 7週 植物地理之基本原理：植物生態地理 (Principles of plant geography: 
ecological phytogeography) 

第 8週 植物地理之基本原理：植物歷史地理 (Principles of plant geography: 
historical phytogeography) 

第 9週 期中考 (midterm exam) 

第10週 熱帶地區之植群型 (Tropical vegetation types) 

第 11週 溫帶地區之植群型 (Temperate vegetation types) 

第12週 極地與高山之植群型 (Tundra and alpine vegetation types) 

第13週 地球歷史與植物地理 (Earth history and phytogeography) 

第14週 植物之散播與遷移 (Plant dispersal and migration) 

第15週 全球長期環境變遷 (Global climate patterns and phytogeography) 

第16週 台灣之植物地理 (Phytogeography of Taiwan) 

第17週 分子植物地理學 (Molecular phytogeography) 

第18週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參考教材 
1. 蘇鴻傑。植物地理學講義。作者編寫。 
2. Archibold, O. W. 1995. Ecology of World Vegetation. Chapman & Hall, London. 
3. Chiang, T. Y. & B. A. Schaal. Phylogeography of plants in Taiwan and the 

Ryukyu archipelago. Taxon 55: 31-41. 
4. Collison, A. S. 1977. Introduction to World Vegetati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5. Cox, C. B. & P. D. Moore. 2005. Biogeography: An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l 

Approach. Blackwell Pub.  
6. Good, R. D. 1974. The Geography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4th ed. Long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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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sieh, C.-F. 2002. Composition, endemism and phytogeographic affinities of the 
Taiwan flora. Taiwania 47: 298-310. 

8. Kellman, M. C. 1980. Plant Geography. Methuen & Co. Ltd. London. 181 pp. 
9. Kimmins, J. P. 2004. Forest Ecology. : A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Forestry. 3rd ed. Pearson Education 
10. Molles, M. C. 1999. Ec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WCB/McGraw-Hill. 
11. Polunin, N. 1960. Introduction to Plant Geography and Related Science. 

McGraw-Hill. 
12. Takhtajan, A. 1986. Floristic Regions of the World. Trans. by Crovello, T. J. 

Univ. California Press. 
13. Tallis, J. H. 1991. Plant Community History.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14. Walter, H. 1979. Vegetation of the Earth and Ecological Systems of the 

Geo-biosphere. 2nd Eng. ed. Springer-Verlag. 
15. Walter, H. 2002. Walter’s Vegetation of the Earth: Ecological Systems of the 

Geo- Biosphere. 4th Completely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Springer-Verlag. 

16. Phytogeography and Systematic section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www.amjbot.org). 

 
授課人近五年之著作 
Chung, K.-F., Y. Kono, C.-M. Wang & C.-I Peng. 2008. Notes on Acmella 

(Asteraceae: Heliantheae) in Taiwan. Botanical Studies 49: 73–82. 
Chung, K.-F. 2007. Inclusion of the south pacific alpine genus Oreomyrrhis 

(Apiaceae) in Chaerophyllum based on nuclear and chloroplast DNA sequences. 
Systematic Botany 32: 671–681. 

Chung, K.-F. 2006. Lactuca L. (lettuce). Pp. 363–371 in: Yatskievych, G., (ed), 
Steyermark's Flora of Missouri. The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 Jefferson 
City. 

Chung, K.-F., C.-I Peng, S. R. Downie, K. Spalik & B. A. Schaal. 2005. 
Molecular systematics of the trans-Pacific alpine genus Oreomyrrhis (Apiaceae): 
Phylogenetic affinities and biogeographic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2: 2054–2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