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 教學 重要連結

【公關組】上太空的臺灣種⼦回來了 9⽉16⽇興⼤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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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 AHiS），選定具臺灣特⾊的臺灣藜、姬蝴
蝶蘭、甜椒及向⽇葵四種種⼦上太空，這些種⼦上經過了7個⽉的太空旅⾏，已於7⽉10⽇抵達地球，由美國運送
⾄⽇本後，再由⽇本運⾄臺灣，9⽉16⽇終於運抵中興⼤學，由中興⼤學薛富盛校⻑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
⼼主任吳宗信共同開箱，預計9⽉底前寄送給參與研究的學校。 

這項計畫的起源，為⽇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國際太空站製造了希望號實驗艙（Kibo），為促進亞
太地區的研究⼈員能多加運⽤Kibo，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了「亞洲創益合作計畫」（Kibo-
ABC），⽽「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即為其中的⼀項。 

興⼤農資院擁有作物學專業師資，因⽽由詹富智院⻑帶領農藝系楊靜瑩教授，園藝系宋妤教授及陳彥銘副教授，
植病系王智立副教授組成團隊，進⾏太空種⼦的教育推廣及研究。

由興⼤農資學院與農委會農試所選送的4種種⼦，於去年12⽉7⽇，連同其他7國共14種種⼦⼀起運送⾄國際太空
站，貯放於Kibo艙中。停留7個⽉後，這些種⼦於7⽉10⽇返抵地球，並於7⽉31⽇送抵⽇本JAXA，9⽉10⽇由⽇
本寄出。臺灣的4種種⼦經過海關檢疫後，於9⽉16⽇寄送⾄中興⼤學。 

除了亞洲各國⾃⾏選擇種⼦送上太空旅⾏外，該計畫也選定⽇本的甜羅勒在Kibo太空艙中種植⼀個⽉，由太空⼈
記錄拍攝其⽣⻑情況，最後送回地球進⾏分析及性狀調查，所有種植資料也將提供給參加計畫的各國比對。在太
空種植的同時，「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也將同樣的種⼦寄給參與國，分給有興趣加入的學校學⽣栽種並進⾏
科學上的分析，因此這次臺灣也同時收到了⼀批未上過太空的甜羅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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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這些種⼦歸來，興⼤農資院於8⽉31⽇以視訊⽅式舉辦「臺灣種⼦太空旅行計畫推廣教育營」，由中興⼤學
農藝學系楊靜瑩教授、園藝學系宋妤教授、園藝學系陳彥銘副教授及農委會農試所⽣物技術組王昭⽉助理研究
員，教導國內中⼩學⽣這些植物的⽣⻑特性，以及如何栽培管理這些種⼦並進⾏性狀調查。之後將收集這些學⽣
的科學報告，進⾏國際交流與分享。

此教育營共有國⼩63組、國中37組、⾼中職19組報名，由於太空種⼦數量有限，中興⼤學農資院選擇了14組⾼中
職團隊以姬蝴蝶蘭為標的、30組國中團隊以甜椒及臺灣藜為標的，進⾏栽培與研究；並選出41組國⼩團隊，將發
給「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提供的甜羅勒種⼦進⾏對照實驗。⾄於向⽇葵種⼦，由於數量很少，相關實驗只能
由研究⼈員親⾃執⾏。

「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的⽬的是推展太空科學與教育，希望能培養「太空未來的種⼦」，期望透過此計畫，
促進太空科學普及，並讓臺灣學⽣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太空科學，啟發⼼中的太空夢；並透過與國際交流及分享臺
灣學⽣的科學報告，增加臺灣在太空領域的國際能⾒度。

活動相簿

上太空的台灣種⼦回來了 運抵中興⼤學

稿源：2021-09-16/中央社 /趙麗妍 

台灣參加將種⼦送上太空計畫，台灣藜、姬蝴蝶蘭、甜椒、向⽇葵等4種種⼦經過7個⽉的太空旅⾏，7⽉10⽇返回
地球，今天運抵中興⼤學，9⽉底寄送給參與研究的學校。 

台灣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 AHiS）。這項計畫的起源，為⽇本宇宙航
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國際太空站製造希望號實驗艙（Kibo），為促進亞太地區的研究⼈員能多加運⽤
Kibo，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亞洲創益合作計畫」（Kibo-ABC），⽽「亞洲種⼦送上太空計
畫」即為其中的⼀項。

興⼤農資學院與農委會農試所選送的4種種⼦，在去年12⽉7⽇，連同其他7國共14種種⼦⼀起運送⾄國際太空
站，貯放在Kibo艙中。停留7個⽉，這些種⼦在7⽉10⽇返抵地球，並於7⽉31⽇送抵⽇本JAXA，9⽉10⽇由⽇本
寄出。

台灣的4種種⼦經過海關檢疫後，今天寄送⾄中興⼤學，由中興⼤學校⻑薛富盛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主
任吳宗信共同開箱，預計9⽉底前寄送給參與研究的學校。 

為迎接種⼦歸來，興⼤農資院在8⽉31⽇以視訊⽅式舉辦「台灣種⼦太空旅⾏計畫推廣教育營」，中興⼤學農藝、
園藝學系、農試所等專家，教導國內中⼩學⽣這些植物的⽣⻑特性，以及如何栽培管理這些種⼦並進⾏性狀調
查。將收集學⽣的科學報告，進⾏國際交流與分享。

中興⼤學農資院選擇14組⾼中職團隊以姬蝴蝶蘭為標的、30組國中團隊以甜椒及台灣藜為標的，進⾏栽培與研
究；並選出41組國⼩團隊，將發給「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提供的甜羅勒種⼦進⾏對照實驗。 

「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的⽬的是推展太空科學與教育，希望能培養「太空未來的種⼦」，期望透過計畫，促
進太空科學普及，讓台灣學⽣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太空科學，啟發⼼中的太空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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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太空的台灣種⼦返回 16⽇運抵興⼤

稿源：2021-09-16/翻爆/劉朱松 

台灣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AHiS），選定具台灣特⾊的台灣藜、姬蝴
蝶蘭、甜椒，及向⽇葵四種種⼦，上太空，經七個⽉的太空旅⾏後，7⽉10⽇抵達地球，由美國運送⾄⽇本後，再
由⽇本運⾄台灣，16⽇終於運抵中興⼤學，由中興⼤學校⻑薛富盛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主任吳宗信，
共同開箱，預計9⽉底前，寄送給參與研究的學校。 

這項計畫的起源，為⽇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國際太空站，製造希望號實驗艙（Kibo），並為促進
亞太地區的研究⼈員能多加運⽤Kibo，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了「亞洲創益合作計畫」（Kibo-
ABC），⽽「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即為其中的⼀項。 

興⼤農資學院擁有作物學專業師資，因⽽由院⻑詹富智，帶領農藝系教授楊靜瑩，園藝系教授宋妤、助理教授陳
彥銘，及植病系副教授王智立，共同組成團隊，進⾏太空種⼦的教育推廣及研究。

由興⼤農資學院與農委會農試所選送四種種⼦，去年12⽉7⽇，連同其他7國共14種種⼦，⼀起運送⾄國際太空
站，貯放於Kibo艙中。停留7個⽉後，上述種⼦7⽉10⽇返抵地球，7⽉31⽇送抵⽇本JAXA，9⽉10⽇由⽇本寄
出，台灣的四種種⼦，經海關檢疫後，9⽉16⽇寄送⾄興⼤。 

上太空的台灣種⼦回來了！9⽉16⽇運抵中興⼤學

稿源：2021-09-16/⼯商時報/李侑珊 

我國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 AHiS），選定具台灣特⾊的台灣藜、姬蝴
蝶蘭、甜椒及向⽇葵4種種⼦上太空，這些種⼦經過7個⽉的太空旅⾏，已於7⽉10⽇抵達地球，由美國運送⾄⽇本
後，再由⽇本運⾄台灣，9⽉16⽇終於運抵中興⼤學，由中興⼤學薛富盛校⻑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主任
吳宗信共同開箱，預計9⽉底前寄送給參與研究的學校。 

這項計畫的起源，為⽇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國際太空站製造了希望號實驗艙（Kibo），為促進亞
太地區的研究⼈員能多加運⽤Kibo，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了「亞洲創益合作計畫」（Kibo-
ABC），⽽「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即為其中的⼀項。 

中興⼤學農資院擁有作物學專業師資，由院⻑詹富智帶領農藝系教授楊靜瑩、園藝系教授宋妤及助理教授陳彥
銘，並與植病系副教授王智立共組團隊，展開太空種⼦教育推廣及研究。

除了亞洲各國⾃⾏選擇種⼦送上太空旅⾏外，這項計畫也選定⽇本的甜羅勒，在Kibo太空艙種植1個⽉，由太空⼈
記錄拍攝其⽣⻑情況，最後送回地球進⾏分析及性狀調查，所有種植資料也將提供給參加計畫的各國比對。

在太空種植的同時，「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也將同樣的種⼦寄給參與國，分給有興趣加入的學校學⽣栽種並
進⾏科學上的分析，因此這次台灣也同時收到了⼀批未上過太空的甜羅勒種⼦。

為迎接這些種⼦歸來，中興⼤學農資院於8⽉31⽇以視訊舉辦「台灣種⼦太空旅行計畫推廣教育營」，由中興⼤學
農藝學系教授楊靜瑩率團，教導國內中⼩學⽣這些植物的⽣⻑特性，以及如何栽培管理這些種⼦並進⾏性狀調
查。之後將收集這些學⽣的科學報告，進⾏國際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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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教育營共有國⼩63組、國中37組、⾼中職19組報名，由於太空種⼦數量有限，中興⼤學農資院選擇14組⾼中
職團隊，以姬蝴蝶蘭為標的，30組國中團隊以甜椒及台灣藜為標的，進⾏栽培與研究；並選出41組國⼩團隊，將
發給「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提供的甜羅勒種⼦進⾏對照實驗。⾄於向⽇葵種⼦，由於數量很少，相關實驗只
能由研究⼈員親⾃執⾏。

上太空的臺灣種⼦回來了　今運抵中興⼤學開箱後分送
參與研究學校

稿源：2021-09-16/蘋果新聞網/周庭慶 

臺灣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 AHiS），選定具臺灣特⾊的臺灣藜、姬蝴
蝶蘭、甜椒及向⽇葵四種種⼦上太空，這些種⼦上經過了7個⽉的太空旅⾏，7⽉間返回地球，今（16）⽇運抵中
興⼤學，由校⻑薛富盛、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主任吳宗信共同開箱，預計9⽉底前寄送給參與研究的學
校。

「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的是推展太空科學與教育，希望能培養「太空未來的種⼦」，期望透過此計畫，促
進太空科學普及，並讓臺灣學⽣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太空科學，啟發⼼中的太空夢；並透過與國際交流及分享臺灣
學⽣的科學報告，增加臺灣在太空領域的國際能⾒度。

興⼤由農資院詹富智院⻑帶領農藝系楊靜瑩、宋妤教授及陳彥銘助理教授，植病系王智立副教授組成團隊，進⾏
太空種⼦的教育推廣及研究。

除了亞洲各國⾃⾏選擇種⼦送上太空旅⾏外，該計畫也選定⽇本的甜羅勒在Kibo太空艙中種植⼀個⽉，由太空⼈
記錄拍攝其⽣⻑情況後，送回地球進⾏分析及性狀調查，所有種植資料也將提供給參加計畫的各國比對。

「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也將同樣的種⼦寄給參與國，分給有興趣加入的學校學⽣栽種並進⾏科學分析，因
此，臺灣也收到⼀批未上過太空的甜羅勒種⼦。

為迎接這些種⼦歸來，興⼤農資院於8⽉31⽇以視訊⽅式舉辦「臺灣種⼦太空旅行計畫推廣教育營」，教導國內中
⼩學⽣這些植物的⽣⻑特性，以及如何栽培管理這些種⼦並進⾏性狀調查。之後將收集這些學⽣的科學報告，進
⾏國際交流與分享。

上太空的台灣種⼦回來了！9⽉16⽇運抵中興⼤學

稿源：2021-09-16/旺報/李侑珊 

我國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 AHiS），選定具台灣特⾊的台灣藜、姬蝴
蝶蘭、甜椒及向⽇葵4種種⼦上太空，這些種⼦經過7個⽉的太空旅⾏，已於7⽉10⽇抵達地球，由美國運送⾄⽇本
後，再由⽇本運⾄台灣，9⽉16⽇終於運抵中興⼤學，由中興⼤學薛富盛校⻑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主任
吳宗信共同開箱，預計9⽉底前寄送給參與研究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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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畫的起源，為⽇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國際太空站製造了希望號實驗艙（Kibo），為促進亞
太地區的研究⼈員能多加運⽤Kibo，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了「亞洲創益合作計畫」（Kibo-
ABC），⽽「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即為其中的⼀項。 

中興⼤學農資院擁有作物學專業師資，由院⻑詹富智帶領農藝系教授楊靜瑩、園藝系教授宋妤及助理教授陳彥
銘，並與植病系副教授王智立共組團隊，展開太空種⼦教育推廣及研究。

除了亞洲各國⾃⾏選擇種⼦送上太空旅⾏外，這項計畫也選定⽇本的甜羅勒，在Kibo太空艙種植1個⽉，由太空⼈
記錄拍攝其⽣⻑情況，最後送回地球進⾏分析及性狀調查，所有種植資料也將提供給參加計畫的各國比對。

在太空種植的同時，「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也將同樣的種⼦寄給參與國，分給有興趣加入的學校學⽣栽種並
進⾏科學上的分析，因此這次台灣也同時收到了⼀批未上過太空的甜羅勒種⼦。

為迎接這些種⼦歸來，中興⼤學農資院於8⽉31⽇以視訊舉辦「台灣種⼦太空旅行計畫推廣教育營」，由中興⼤學
農藝學系教授楊靜瑩率團，教導國內中⼩學⽣這些植物的⽣⻑特性，以及如何栽培管理這些種⼦並進⾏性狀調
查。之後將收集這些學⽣的科學報告，進⾏國際交流與分享。

這次教育營共有國⼩63組、國中37組、⾼中職19組報名，由於太空種⼦數量有限，中興⼤學農資院選擇14組⾼中
職團隊，以姬蝴蝶蘭為標的，30組國中團隊以甜椒及台灣藜為標的，進⾏栽培與研究；並選出41組國⼩團隊，將
發給「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提供的甜羅勒種⼦進⾏對照實驗。⾄於向⽇葵種⼦，由於數量很少，相關實驗只
能由研究⼈員親⾃執⾏。

上太空的臺灣種⼦回來了 興⼤開箱上太空的臺灣種⼦回來了 興⼤開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UJNpxY7RY


↑ 右⾄左：國家太空中⼼正⼯程師楊善國、國家太空中⼼吳宗信主任、興⼤薛富盛校⻑、興⼤農資學院詹富智

院⻑、農試所楊佐琦組⻑。

↑ 興⼤、國家太空中⼼、農試所太空種⼦團隊合影。

↑ 興⼤農資學院與農委會農試所選送的4種種⼦9⽉16⽇運抵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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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上太空的台灣種⼦要從⽇本回來了！ 中⼩學⽣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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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 聯合報

531  分享

上太空的台灣種⼦要從⽇本回來了！ 中⼩學⽣接⼒研究

稿源：2021-9-10/聯合報/趙宥寧 

台灣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 AHiS），台灣藜、姬蝴蝶蘭、甜椒及向⽇
葵等4種上太空旅⾏了7個⽉的種⼦，昨⽇已從⽇本寄送回台灣，預計近⽇就會抵達中興⼤學，並由國內中⼩學
⽣，分析這些植物的⽣⻑特性，並將收集學⽣的科學報告，進⾏國際交流與分享。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國研院太空中⼼）執⾏科技部政策，與中興⼤學促成國內學⽣參與「亞洲種⼦送
上太空計畫」。這項計畫由⽇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主責，為國際太空站製造希望號（Kibo）實驗
艙，為促進使⽤率，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了「亞洲創益合作計畫」（Kibo-ABC），⽽「亞洲
種⼦送上太空計畫」即為其中⼀項。

台灣選定台灣藜、姬蝴蝶蘭、甜椒及向⽇葵等4種作物參與這項計畫，去年先是從台灣寄出種⼦⾄⽇本集合，並在
去年12⽉7⽇，連同其他7國共14種種⼦⼀起運送⾄國際太空站，貯放於Kibo艙中。停留7個⽉後，這些種⼦於7⽉
9⽇返抵地球，並於7⽉31⽇送抵⽇本JAXA，⽇⽅已於9⽉9⽇寄出台灣的4種種⼦，預定近⽇即可抵達中興⼤學。 

除了亞洲各國⾃⾏選擇種⼦送上太空旅⾏外，「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也選定⽇本的甜羅勒及⾺來⻄亞的聖羅
勒，分別在Kibo中種植⼀個⽉，由太空⼈記錄拍攝其⽣⻑情況，最後送回地球進⾏分析及性狀調查，所有種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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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也將提供給參加計畫的各國比對。

⽽在太空種植的同時，「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也將這些種⼦寄給參與國，分給有興趣加入的學校學⽣栽種並
進⾏科學上的分析，台灣這次也同時收到了⼀批未上過太空的甜羅勒種⼦。

為迎接種⼦歸來，中興⼤學農業暨⾃然資源學院（中興⼤學農資院）提前於8⽉31⽇以視訊⽅式進⾏「台灣種⼦太
空旅行計畫推廣教育營」。營隊共吸引63組國⼩、37組國中、19組⾼中職報名，由於數量有限，中興⼤學農資院
選擇10組⾼中職團隊以姬蝴蝶蘭為標的、30組國中團隊以甜椒及台灣藜為標的，進⾏栽培與研究；並選出41組國
⼩團隊，將發給「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提供的甜羅勒種⼦進⾏對照實驗。⾄於向⽇葵種⼦，由於數量很少，
相關實驗只能由研究⼈員親⾃執⾏。

太空中⼼表⽰，希望透過計畫促進太空科學普及化，讓台灣學⽣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太空科學，未來也能透過與國
際交流，分享台灣學⽣的科學報告，增加台灣在太空領域的國際能⾒度。

太空旅⾏7個⽉ 台灣藜等種⼦將送回中興續研究

稿源：2021-9-10/中央社/蘇思云 

國研院表⽰，台灣參加「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提供台灣藜、姬蝴蝶蘭、甜椒及向⽇葵共4種種⼦在太空旅⾏
7個⽉後，近期將寄回中興⼤學，由中、⼩學⽣展開後續栽培管理與調查研究。 

科技部積極推動太空產業，5⽉底通過的太空發展法中也規定，科技部應促進太空科學普及，並培育太空產業發展
⼈才。

因此，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國研院太空中⼼）攜⼿中興⼤學共同促成台灣學⼦參與「亞洲種⼦送上太
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 AHiS），以增進學⽣對太空科技的興趣。 

國研院指出，這項計畫的起源，是⽇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國際太空站製造了希望號（Kibo）實驗
艙，為促進亞太地區的研究⼈員能多加運⽤Kibo，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了「亞洲創益合作計
畫」（Kibo-ABC），⽽「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即為其中的⼀項。 

國研院表⽰，台灣選定台灣藜、姬蝴蝶蘭、甜椒及向⽇葵等4種作物參與這項計畫，並在去年12⽉7⽇，連同其他7
國共14種種⼦⼀起運送到國際太空站，貯放在Kibo艙中。停留7個⽉後，這些種⼦已在7⽉9⽇返抵地球。⽇本在9
⽉9⽇寄出台灣的4種種⼦，預定近⽇就可抵達中興⼤學。 

國研院表⽰，為迎接太空種⼦的歸來，中興⼤學農業暨⾃然資源學院（中興⼤學農資院）在8⽉31⽇⽤視訊⽅式進
⾏「台灣種⼦太空旅⾏計畫推廣教育營」，共有國⼩63組、國中37組、⾼中職19組報名。 

國研院說，教育營教導參與的中、⼩學⽣這些植物的⽣⻑特性，以及如何栽培管理這些種⼦並進⾏性狀調查，之
後將蒐集學⽣的科學報告，進⾏國際交流。

國研院指出，「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的⽬的是推展太空科學與教育，希望培養「太空未來的種⼦」。國研院
太空中⼼希望藉此促進太空科學普及，也讓台灣學⽣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太空科學，啟發⼼中的太空夢，並增加台
灣在太空領域的國際能⾒度。

https://www.cna.com.tw/news/ait/202109100055.aspx


上太空的台灣種⼦回來了！中興⼤學轉換種⼦為太空教
育養份，帶領中⼩學⽣進⾏國際交流

稿源：2021-9-10/食⼒/編輯部 

台灣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AHiS），所提供的台灣藜、姬蝴蝶蘭、甜
椒及向⽇葵等4種上太空旅⾏了7個⽉的種⼦，預定於近⽇寄⾄中興⼤學，即將由國內中⼩學⽣協助展開後續的栽
培管理與調查研究。

台灣太空科技起步！科技部攜⼿中興⼤學推廣太空教育
科技部正積極發展太空科技、推動太空產業，培育太空科技與產業⼈才是其基礎⼯作，最新通過的太空發展法中
亦明文規定主管機關科技部應促進太空科學普及，並培育太空產業發展⼈才。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執⾏
科技部政策，攜⼿中興⼤學共同促成國內學⼦參與「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以增進台灣學⼦對太空科技的興
趣。

⽇本帶領亞洲8國14種種⼦前進太空，台灣提供其中4種 
這項計畫的起源，是⽇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國際太空站製造了希望號（Kibo）實驗艙，為促進亞
太地區的研究⼈員能多加運⽤Kibo，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了「亞洲創益合作計畫」（Kibo-
ABC），⽽「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即為其中的⼀項。 

臺灣選定台灣藜、姬蝴蝶蘭、甜椒及向⽇葵等4種作物參與這項計畫，於2020年12⽉7⽇，連同其他7國共14種種
⼦⼀起運送⾄國際太空站，貯放於Kibo艙中。停留7個⽉後，這些種⼦於2021年7⽉9⽇返抵地球，並於7⽉31⽇送
抵⽇本JAXA，再分送回各國。⽇⽅已於9⽉9⽇寄出台灣的4種種⼦，預定近⽇即可抵達中興⼤學。 

除了亞洲各國⾃⾏選擇種⼦送上太空旅⾏外，「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也選定⽇本的甜羅勒及⾺來⻄亞的聖羅
勒在Kibo中種植⼀個⽉，由太空⼈記錄拍攝其⽣⻑情況，最後送回地球進⾏分析及性狀調查，所有種植資料也將
提供給參加計畫的各國比對。在太空種植的同時，「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也將同樣的種⼦寄給參與國，分給
有興趣加入的學校學⽣栽種並進⾏科學上的分析，因此這次台灣也同時收到了⼀批未上過太空的甜羅勒種⼦。

中興⼤學將結束太空旅⾏的種⼦，轉化為台灣太空教育的養分
為迎接這些種⼦歸來，中興⼤學農業暨⾃然資源學院（簡稱中興⼤學農資院）提前於2021年8⽉31⽇以視訊⽅式
進⾏「臺灣種⼦太空旅行計畫推廣教育營」，由中興⼤學農藝學系楊靜瑩教授、園藝學系宋妤教授、園藝學系陳
彥銘副教授及⾏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物技術組王昭⽉助理研究員教導國內中⼩學⽣這些植物的⽣⻑特性，以
及如何栽培管理這些種⼦並進⾏性狀調查。之後將收集這些學⽣的科學報告，進⾏國際交流與分享。

此教育營共有國⼩63組、國中37組、⾼中職19組報名，由於太空種⼦數量有限，中興⼤學農資院選擇了10組⾼中
職團隊以姬蝴蝶蘭為標的、30組國中團隊以甜椒及台灣藜為標的，進⾏栽培與研究；並選出41組國⼩團隊，將發
給「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提供的甜羅勒種⼦進⾏對照實驗。⾄於向⽇葵種⼦，由於數量很少，相關實驗只能
由研究⼈員親⾃執⾏。

台灣種⼦上太空歸來 中⼩學⽣接續研究

稿源：2021-9-10/⼤紀元/林紫馨 

台灣參加⽇本主導的「亞洲種⼦送上太空計畫」（Asia Herb in Space, AHiS）所提供的台灣藜、姬蝴蝶蘭、甜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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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向⽇葵等四種上太空旅⾏了7個⽉的種⼦，預定近⽇寄⾄中興⼤學，將由台灣中、⼩學⽣協助展開後續的栽培管
理與調查研究。

科技部推動太空產業，5⽉底通過的《太空發展法》也規定，科技部應促進太空科學普及並培育太空產業發展⼈
才。因此，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國研院太空中⼼）攜⼿中興⼤學，共同促成台灣學⼦參與AHiS，增進
學⽣對太空科技的興趣。

國研院表⽰，這項計畫的起源，是⽇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國際太空站製造了希望號（Kibo）實驗
艙，為促進亞太地區的研究⼈員多加運⽤Kibo，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建立了「亞洲創益合作計
畫」（Kibo-ABC），AHiS即為其中的⼀項。 

台灣選定台灣藜、姬蝴蝶蘭、甜椒及向⽇葵等四種作物參與這項計畫，去年12⽉7⽇連同其他七國共14種種⼦⼀起
運送⾄國際太空站，貯放於Kibo艙中。停留7個⽉後，這些種⼦今年7⽉9⽇返抵地球，7⽉31⽇送抵⽇本JAXA
後，再分送回各國。⽇⽅已於9⽉9⽇寄出台灣的四種種⼦，預定近⽇可抵達中興⼤學。 

為迎接這些種⼦歸來，國研院指出，中興⼤學農業暨⾃然資源學院（中興⼤學農資院）提前於8⽉31⽇以視訊⽅式
進⾏「台灣種⼦太空旅⾏計畫推廣教育營」，共有國⼩63組、國中37組、⾼中職19組報名。 

由於太空種⼦數量有限，中興⼤學農資院選擇了10組⾼中職團隊以姬蝴蝶蘭為標的、30組國中團隊以甜椒及台灣
藜為標的，進⾏栽培與研究；另選出41組國⼩團隊，將發給AHiS提供的甜羅勒種⼦進⾏對照實驗。⾄於向⽇葵種
⼦，由於數量很少，相關實驗只能由研究⼈員親⾃執⾏。

國研院表⽰，教育營教導參與的中、⼩學⽣將研究這些植物的⽣⻑特性，以及如何栽培管理這些種⼦並進⾏性狀
調查，之後將收集學⽣的科學報告，進⾏國際交流。

↑ 台灣種⼦經歷7個⽉的太空旅⾏後，已於2021年7⽉9⽇返回地球，⽇⽅也將於9⽉9⽇寄出台灣的4種種⼦。

（圖片來源：中興⼤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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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中⼼去年7⽉底將種⼦送達⽇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並於去年⼗⽉搭上補給物資給太空⼈的

太空船，前往國際太空站(ISS)。圖／取⾃國家太空中⼼臉書粉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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