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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資訊  

會場位置 
本年度之蜜蜂與蜂產品研討會於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舉

行。報到處與服務台位於近前門處。依照嘉義大學疫情小組規定，本次會

議將分成兩個演講廳(主會館（容納 160 人分區分隔座位）與第一轉播室
（現場報名將分配至第一轉播室）)。我們將依照報到順序分配場館位置。
若與會貴賓抵達國際會議廳後，可依照指示進入會場，造成不便請見諒。 
 
研究生講者注意事項 
所有研究生講者請於報到時將檔案上傳至會場電腦。研究生講者演講

時間為 10-12分鐘，討論時間 2-3分鐘，共計 15分鐘。 

 
 

會場位置與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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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抵達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l 開車	

蘭潭校區地址：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1. 由【國道	3	號】下中埔交流道，往嘉義市區方向行駛，經忠義橋至	228	紀念碑

右轉，沿八掌溪循路標至蘭潭校區。	

2. 由【中山高】嘉義交流道進入北港路右轉進入世賢路、右轉經吳鳳南路、左轉經

立仁路、右轉經彌陀路：(1)左轉經學府路循路標至蘭潭校區；(2)至	 228	紀念碑左

轉，沿八掌溪循路標至蘭潭校區。	

地圖請參照：http://goo.gl/Vdk3Ml	(資料來源：國立嘉義大學)	

	

l 公車	

於嘉義火車站後站搭市區公車：1號公車終點站可至蘭潭校區超商旁。	

路線圖請參照：http://goo.gl/TUhYMF	(資料來源：嘉義縣公車處)	

時刻表請參照：http://goo.gl/xRcCe9	(資料來源：嘉義縣公車處)	

	

l 高鐵	

1.	從「高鐵嘉義站」搭乘計程車到嘉義大學蘭潭校區，車程大約	30-40	分鐘	

2.	搭乘	BRT，乘至「台鐵嘉義後站」，再搭乘計程車或公車至「嘉義大學」	 	

3.	搭乘	BRT，乘至「嘉義公園停車場」（此站離嘉義大學蘭潭校區最近），再

搭	乘計程車至「嘉義大學」。	

高鐵轉乘詳細交通資訊請參照：http://goo.gl/aq3Ndf	(資料來源：國立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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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大綱  
2021 年 9 月 11 日 (星期六)  
時間    講者/主題          地點   
08:30-09:30    報到        大廳 
09:30-09:50    開幕致詞       國際會議廳 
09:50-10:30    專題演講-1/陳世雄 教授    國際會議廳 

有機蜂蜜生產與管理原則	

 
10:30-11:10    專題演講-2/陳裕文 教授    國際會議廳 

蜂產品的食療價值與應用	

11:00-11:20    中場休息       大廳            
11:20-11:50    專題演講-3/黃俊彥 理事長   國際會議廳 

台灣養蜂產業概況與養蜂協會業務簡介 
 

11:50-12:20    專題演講-4/江昭皚 教授    國際會議廳 
物聯網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於蜂群健康狀態監測與

預警評估  
12:20-13:00    午餐        一樓教室           
13:00-13:30    會員大會       國際會議廳

13:30-15:30   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     國際會議廳 
15:30-15:40   中場休息          大廳          
15:40-16:05    專題演講-5/徐錦源 教授     國際會議廳 

蜂王長壽的機轉:膽固醇-羥基蛻皮激素-卵黃蛋白路
徑 

16:05-16:30   專題演講-6/吳姿嫻 課長    國際會議廳 
外來小蜜蜂之監測及未來因應策略 
 

16:30-16:55   專題演講-7/徐培修 助理研究員   國際會議廳 
蜜粉源植物調查及友善蜜蜂環境營造 

17:00-17:20   頒獎/閉幕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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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議程  

2021 年 9 月 11 日 (星期六)  

研究生講者資訊 （每人 15 分）   

（第：10分第一響，12第二響停止演講，15分第三響下台） 

時間   講者/單位/主題               
13:30-13:45   林耿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暨航空與電子科技碩

士班) 
智慧蜂箱與蜜蜂生態網路監測資訊系統之研製  
 

13:45-14:00   張紫婷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囊狀幼蟲病毒對東方蜂及西洋蜂幼蟲的影響 
 
14:00-14:15   扶尚睿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蜜蜂工蜂成蟲大腦的結構性變化 
 
14:15-14:30   李頤瑄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咸豐草植生素對東方蜂微粒子感染之基因表現影響 
 
14:30-14:45   林鈺淳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益達胺與腺苷對於蜜蜂飛行行為與生理機制之探討 
 

14:45-15:00   呂昀恆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咖啡因增強蜜蜂記憶能力之生理機制探討 
 
15:00-15:15   陳妤欣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蜜蜂益生菌--腸膜明串珠菌之應用開發 
 
15:15-15:30  陳琬鎰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探討促使工蜂早熟之逆境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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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1  

有機蜂蜜生產與管理原則	

陳世雄	教授	

	

摘要 

～如果沒有人類，蜜蜂還是好好的; 但如果沒有蜜蜂，人類就不好了。～ 

2019 年全球有機蜂蜜的市場是 6.06 億美元，預估到 2025 年會達到 9.24 億
美元。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和許多養蜂大國都已訂定有機蜂蜜驗證
法規。由於甚多中國蜂蜜含抗生素的報告，讓有健康意識消費者對非有機蜂蜜存

有不良印象，造成有機蜂蜜大受歡迎。有機蜂蜜具有如下優勢：有機蜂蜜的價格

較高，市場性提昇，為消費者提供優質蜂蜜保證，每瓶有機蜂蜜都可以追踪來源，

提高蜂場的管理知識，蜂農也因生產健康安全產品得到滿足感。 

本報告以澳洲有機蜂蜜驗證法規為主，談有機蜂蜜生產與管理原則。有機蜂

場半徑至少區隔 5公里，蜂場 5公里蜜蜂採集範圍內，不得有蜂蜜污染源存在。
污染源包括慣行果園、作物、牲畜污水區、城市中心、衛生掩埋場、垃圾傾倒場、

污水廠、高爾夫球場和基改作物（GMO)。如果區域內有基改作物（GMO)，距離
應該加長，以避免蜜蜂採集到基改作物的花粉，並應增加強監督和現場查驗次數。 

法規對有機蜂群來源取得，有機蜂箱巢片蠟片材料，蜂箱內的管理餵食，搖

蜜收蜜，儲存材料和溫度，都有詳細規定。 

符合驗證法規一年以上的蜂群，產品才可以標示有機。在轉型期間，蜂巢片

必需轉為有機蜂蠟製作，蜂箱內不得使用違禁物資，且蠟片不得有任何污染。如

果一年內，蜂巢片無法全部轉為有機蜂蠟製作，轉型期應予以延長。第一次採收

的蜂蜜不得標示有機。轉型期之前巢片上存有蜂群從非驗證蜜源區採集的蜜，也

不許可標示有機。剪翅以及收蜜時割除雄蜂蛹都在禁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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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2 

蜂產品的食療價值與應用	

陳裕文	特聘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生技動物系	

摘要 
蜜蜂是最有用的昆蟲，除了是最佳的授粉昆蟲外，蜂蜜、蜂花粉、蜂王乳與

蜂膠等蜂產品則是廣受歡迎的蜂產品，蜂療(apitherapy)即是利用蜂產品增進人體
健康的學術專有名詞。這四種常見的蜂產品各有其特色，端看使用者的健康訴求

而定。蜂蜜(honey)是最廣泛利用的蜂產品，它被認為是最健康的糖，可以快速補
充能量，也具有抗菌與抗氧化的活性。從營養學與食療價值的角度，蜂花粉(bee 
pollen)無疑是卓越的膳食補充品，它是重要胺基酸、膳食纖維、ω-3 脂肪酸、植
物固醇、複合維生素 B群、礦物質和多酚的良好來源。蜂王乳(royal jelly)是一種
特殊的蜂產品，它含有特殊又豐富的蛋白質，特殊的不飽和脂肪酸，豐富的膽鹼、

核酸成分、胺基酸、微量元素與維生素，大量的科學研究已證實蜂王乳具有抗血

脂效用、抗氧化效用、抗癌效用、抗發炎、抗微生物、神經保護與類雌激素效用，

使得蜂王乳成為一種重要的食療保健蜂產品，尤其是更年期與停經後的婦女，食

療保健的效用更為顯著。蜂膠(propolis)是近來最受矚目的蜂產品，大量的科學文
獻證實具有抗菌、抗病毒、抗腫瘤、抗氧化與清除自由基、抗發炎、保護肝臟與

腎臟、神經滋養….等生物活性，尤其是本土初夏採收的台灣綠蜂膠，含有特殊的
蜂膠素(propolins)成分，它的組成分與常見的巴西蜂膠、楊樹蜂膠完全不同，因
此台灣綠蜂膠的藥理活性也異於外國蜂膠。然而，台灣蜂業目前仍處於一級原料

供應的角色，多數蜂產品缺乏科學的驗證，導致產品的附加價值不高，有待吾等

蜂界積極投入研發與推廣。 
 
關鍵詞: 蜂產品、蜂療、蜂蜜、蜂花粉、蜂王乳、蜂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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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3 

台灣養蜂產業概況與養蜂協會業務簡介	

黃俊彥	理事長	

台灣養蜂協會 

摘要 
台灣養蜂協會創會迄今 52年，會員人數已達 1,150人，估計全國養蜂人口

約 1,500戶左右，目前蜂群飼養箱數達 18-20萬箱，主要蜂產品以蜂蜜、蜂花粉
及蜂王漿三種為主，其他副產品次之，近幾年來由於氣候變遷，除蜂王漿生產

較不受氣候條件及環境因素影響外，蜂蜜及花粉產量屢創新低，其中又以蜂蜜

產量最顯著，影響產業發展與蜂農生計甚巨，另氣候影響蜜源植物授粉，衍生

採蜜期與農藥使用之關連性，是否對未來國內養蜂產業造成持續的影響，已為

重要課題。 
    台灣養蜂協會為服務廣大會員，相關業務涵蓋例行性、階段性及上級臨時
交辦業務，包括多年來持續辦理全國國產蜂蜜評鑑，今年首度將荔枝蜂蜜納入

評鑑蜜種、養蜂產業保險今年亦上路開辦、爭取烏桕蜜訂定國家標準、加強辦

理國產蜂產品證明標章、編印更新會員手冊及蜂產品宣導小冊、其他服務事項

包括協助新會員入會申請、代辦「應回收物品或容器責任業者登記及申報」、

配合推廣產銷履歷案件抽樣送驗及補助業務、協辦「林地放蜂」簽約、「養蜂

事實申報及登錄」證明、相關教育訓練講習與重要政策及蜜蜂病蟲害防治資訊

傳達等，未來協會將在前輩們努力的成果基礎上繼續邁進，促進蜂產業的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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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4 

物聯網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於蜂群健康狀態監測與預警評估	

江昭皚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摘要	

氣候變遷與農藥濫用等問題，皆可能導致蜂群於一夕之間大量死亡，對於

蜂產業有著相當大的衝擊。因此，對於養蜂業者而言，即時監測了解蜂群健康

狀態並做出立即且必要的處置成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依照養蜂經驗，較

有經驗的養蜂人可以透過外勤蜂的活動情況或是巢內音頻的變化了解蜂箱的狀

態，而這些經驗都必須具有長年的養殖經驗才有辦法察覺，難以量化。因此，

臺大研究團隊導入物聯網技術，開發蜂群行為計數系統用以計算外勤蜂進出巢

的次數與頻率，利用大數據分析建立蜂群健康指標的模型，並以類神經網路與

人工智慧建立外勤蜂族群動態預測模型，協助養蜂業者評估蜂群狀況；另外，

團隊亦開發蜂群音頻分析系統用以判斷巢內內勤蜂群的狀態，利用梅爾倒頻譜

圖進行音頻分析，並利用監督式分類演算法判斷蜂群可能面臨的情況，如農藥

中毒、失王、感染病毒等，並以無線網路的方式將資料上傳至雲端，再發送給

使用者警報，達到即時預警之功能。透過監測內、外勤蜂的行為狀態，本團隊

希望建立一套完整的分析機制，建立蜂群之族群動態的預測模型，協助於養蜂

業者於蜜蜂的養殖與管理過程中，若遭遇逆境時，可以快速得知個別蜂群健康

與整體蜂場狀態，並即時進行處理，有助於蜂農管理大規模之蜂場，降低管理

人力需求與成本，促進蜂產業之發展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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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5 

蜂王長壽的機轉:膽固醇-羥基蛻皮激素-卵黃蛋白路徑	

徐錦源	教授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摘要 
蜜蜂(Apis mellifera)的蜂王與工蜂為雌性蜂，有相同的基因型，然而蜂王壽

命約為工蜂的 30 倍；因此，蜜蜂是探討老化及長壽機轉的獨特模式動物。個體
的老化與長壽奠基於細胞的老化與長壽；因此，研究細胞老化與長壽的機轉可以

解釋個體老化與長壽的原因。我們發現蜂王體液(hemolymph)中的卵黃蛋白
(vitellogenin; Vg)比工蜂高 21-24倍；為探究此一現象，我們分析卵黃蛋白的生成
路徑。卵黃蛋白由 trophocytes 及 oenocytes 生成，所以我們分析 trophocytes 及
oenocytes的卵黃蛋白的生成路徑。Trophocytes及 oenocytes位於腹部取得容易，
羽化後不再分裂，是探究細胞老化與長壽的標的。我們研究 trophocytes 及
oenocytes 的膽固醇(cholesterol)含量，因為膽固醇在細胞內會轉變成蛻皮激素
(ecdysone)，結果顯示蜂王細胞的膽固醇含量比工蜂高 2-3 倍。因為細胞的膽固
醇來自體液；因此，我們研究體液的膽固醇含量，結果顯示蜂王體液的膽固醇含

量比工蜂體液高 2-3倍。我們研究 trophocytes及 oenocytes的 Cyp314A1的mRNA
表現量，因為 Cyp314A1將 ecdysone轉變成 20-hydroxyecdysone (20E)，結果顯
示蜂王的 Cyp314A1 的 mRNA 表現量比工蜂高 14 倍。我們分析 trophocytes 和
oenocytes的 20E接受體 EcrA1、EcrB1、USP的 mRNA表現量，結果顯示蜂王
的 EcrA1、EcrB1、USP的 mRNA表現量比工蜂高 1-2倍。20E與 EcrA1、EcrB1、
USP結合進入細胞核，再與 Vg的轉錄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s) E74、E75、BR-
C合作，轉錄 Vg mRNA；因此我們分析 E74、E75、BR-C的 mRNA表現量，結
果顯示蜂王的 E74、E75、BR-C的 mRNA表現量比工蜂高 2-5倍。我們分析 Vg
及 VgR的 mRNA表現量，結果顯示蜂王的 Vg mRNA表現量比工蜂高 230-280
倍，蜂王的 VgR mRNA表現量比工蜂高 11-18倍。我們也用 RNA定序技術(RNA 
sequencing technology)進一步證實蜂王 trophocytes 和 oenocytes 比工蜂表現高的
Cyp314A1、EcrA1、EcrB1、USP、E74、E75、BrC、Vg及 VgR的 mRNA表現
量。這些結果指出膽固醇-羥基蛻皮激素-卵黃蛋白路徑可能是蜂王長壽的機轉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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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6 

外來小蜜蜂之監測及未來因應策略	

吳姿嫺 1、徐培修 1、田謹萱 2、宋一鑫 2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2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摘要	

2017年經由高雄市前鎮區民眾通報，發現外來種小蜜蜂（Apis florea），隨
即由防檢局成立調查團隊進行小蜜蜂之發生監測與移除工作。本團隊於 2018 至
2021年接受民眾通報並成功移除共 31件，從監測發現地點發現 2017至 2018年
集中於小港區及前鎮區一帶，至 2019 至 2020 年逐漸往北擴散至鳳山區、苓雅
區、鹽埕區及鼓山區等。由於小蜜蜂發生地區為人口密集之都會區，調查發生築

巢地點 68 %在住家陽台與庭院，顯示小蜜蜂可立足於人口稠密區，並從蜂群數
量、結構及王台數量顯示，高雄市都會地區之蜜粉源足以供給該物種發展及擴散。

監測小蜜蜂所帶病蟲害資料顯示與臺灣蜂產業主要飼養之西洋蜜蜂  (Apis 
mellifera) 所帶病原具高度重疊，並且發現帶有國內未有紀錄之欣氏真瓦蟎

（Euvarroa sinhai），該物種對農業潛在威脅仍不可忽視。目前小蜜蜂發生於高
雄都會區，因高雄地區四季氣候溫暖，與原生地氣候相近，小蜜蜂分蜂速率極快，

偶發對民眾騷擾及螫傷事件，為地方政府帶來繁重之移除工作。面對外來物種可

能立足議題及小蜜蜂對本土生態、農業及社會安全之影響，短期內是否需採取更

積極手法以滅除、圍堵方式遏止其蔓延，還是採取較溫和方式以長期監測計畫了

解該物種潛在發展模式，事關是否需透過立法或行政命令提高控制物種分散之強

度，例如禁止飼養繁殖、人為移動或需配合政府移除計畫等，爲主管機關需審慎

評估之課題。 
 

關鍵詞：小蜜蜂（Apis florea）、外來種、欣氏真瓦蟎（Euvarroa sin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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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7 

蜜粉源植物調查及友善蜜蜂環境營造 

徐培修 1、吳姿嫺 1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棲地破壞或劇變導致蜜粉源缺乏或營養不良為全球蜜蜂面臨之生存困境，為

強化蜂群健康並維繫生態系穩定，蜜粉源植物調查及植被營造或植栽造林為保護

蜜蜂之國際趨勢。蜜粉源植物調查一般採用目視法，觀察蜜蜂採集植物花蜜及花

粉的行為，記錄花期及泌蜜特性，以植物分類特徵進行物種鑑定。本團隊於 2019
年出版「生態廊道蜜粉源植物圖鑑」，詳細記載 70科 201種蜜粉源植物特性及
養蜂應用價值。另一種蜜粉源植物調查方式為孢粉法，自蜂蜜或蜂花粉中的分離

出花粉粒進行物種鑑定，過往通常以顯微鏡觀察孢粉特徵進行形態鑑定，本團隊

以植物 DNA條碼進行分子鑑定，藉此揭露更多蜜蜂生物學及生態學資訊。結合
前述調查結果，本團隊持續篩選適合養蜂利用之蜜粉源植物並加以推廣種植，營

造友善蜜蜂之環境。政策規劃方面結合農地休耕綠肥種子灑播、轉作蜜粉源作物

及植栽蜜粉源造林樹種，民眾參與方面結合果園草生栽培、綠籬、都市及社區綠

美化，落實擴大蜜粉源植物面積以填補棲地破碎之空隙，強化生態系連結和互惠

關係。為實踐里山倡議，友善蜜蜂環境營造為具體且有效之方式，可維護生態永

續並兼顧經濟發展，本團隊將持續尋求場域合作機會，共創雙贏未來。 
 

關鍵詞：蜜蜂、蜜粉源植物、DNA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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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1 

智慧蜂箱與蜜蜂生態網路監測資訊系統之研製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Beehive and Bee Ecological 

Networking Information System 

宋朝宗 1,2、邱顯智 2、林耿顗 1、彭及忠 3 

1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暨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 

2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與電能應用實驗室 

3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摘要 
蜂蜜為高經濟價值農作物。我國蜂農仍使用傳統方式進行養育及管理，費力

費時，同時易對蜂群生活作息造成干擾，而農村勞力成本增加，造成養蜂人力不

足，加上環境氣候的變遷，養蜂產業正面臨發展的困境與經營的嚴重挑戰。本研

究以智慧蜂箱為主軸，內建感測器以獲取溫濕度、重量及 GPS定位等重要數據，
蜂箱整合微電腦晶片、感測器與無線傳輸，實現蜂箱內生態環境的感測功能，應

用無線感測網路，構成蜜蜂生態的網路資訊流，後端結合雲端資料庫與行動通訊，

建置即時遠端網路監控的蜜蜂生態資訊系統。現階段本研究已建置四套智慧蜂箱

的測試場域，蜂農和管理者可透過電腦或手機連接至智慧蜂箱監控網站，瞭解各

蜂箱的即時資訊，以進行環境生態的監控。本監測系統由感測器、秤重平台與微

電腦系統主機所組成，主機為防停電內部配有鋰電池，因應蜂場為戶外環境，定

位、ZigBee 模組皆有防塵/防水保護，溫濕度感測器置於蜂箱內，重量感測器則
配備防塵/防水接頭。本系統的實現可協助蜂農建立即時網路監控系統及雲端履
歷溯源蜂產品管理系統，以提升蜂農的管理效率與風險控管，進而有效提升勞力

的運用效率；透過完整的生產履歷資訊，可以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信任感，提升

蜂蜜相關產業的整體經濟效益。 
 

關鍵字：智慧蜂箱、蜜蜂生態資訊系統、無線感測網路、即時網路監控系統、雲

端履歷溯源蜂產品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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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2 

囊狀幼蟲病毒對東方蜂及西洋蜂幼蟲的影響 

Impacts of sacbrood virus on Apis cerana and Apis mellifera 

larvae 

張紫婷 1、乃育昕 2、陳裕文 1*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1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 2 

*通訊作者 

Abstract 
Sacbrood virus (SBV) could found in both Apis mellifera (AmSBV) and Apis 

cerana (AcSBV). The viral cross-infection in both honeybee species was detectable in 
some co-cultured aperies in Taiwan, the impacts of AmSBV and AcSBV larvae of two 
honeybee species need to be addressed. To clarify the effects of two viruses on A. 
cerana and A. mellifera larvae, artificial infection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three-
day-old larvae were infected with AmSBV and AcSBV (1011 viral copies /per 
larva).The mortality of A. cerana and A. mellifera “Blank group” were 2.22% and 0% 
at 72 hr post-inoculation (h.p.i.), while both of A.cerana infection groups showed higher 
mortality and increased gradually, AmSBV/A. cerana and AcSBV/A. cerana infection 
groups were 16% and 14% at 24 h.p.i., 52% and 44% at 72 h.p.i., AmSBV/A. mellifera 
and AcSBV/A. mellifera infection groups were 1.18% and 1.18% at 24 h.p.i., 22.35% 
and 8.24% at 72 h.p.i..Using RT-qPCR to detect the copy number of virus in each group, 
at 60 h.p.i., AmSBV/A. mellifera and AcSBV/A. cerana infection group had higher 
copies (7.72x1013 and 5.56x1013 copies per/larva), suggested replication of SBV 
showed host specificity. However, AmSBV/A. cerana infection group also had higher 
viral copies (7.56x1012 copies per/larva), assumed the correlation of viral replication 
and host mortality. The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from A. cerana infection groups at 24, 
48, 72 h.p.i.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SBV on gene expression.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CCAAT-enhancer-binding protein 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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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107993944) plays a role in acute response to infection in mammals, appears to be 
a key to promotes defense against pathogenic microbes. Glutaredoxins 
(LOC107995764) providing immune protection against pathogens,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antioxidant defense in A. cerana, speculated that the downregulation of these 
immune-related genes may cause the death of A. cerana. However, AmSBV/A.cerana 
infection group also had high mortality and high virus replication, this needs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Key words: Apis cerana, Apis mellifera, AmSBV, AcSBV, transcrip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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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3 

蜜蜂工蜂成蟲大腦的結構性變化 

Anatomical dynamics of honey bee worker's brain 

扶尚睿、楊恩誠	 	

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摘要 
蜜蜂是真社會性昆蟲，族群內有不同的階級與分工，其中工蜂的行為具有日

齡多型性的現象 (age polyethism)，意即工蜂成蟲在不同日齡階段會表現不一樣
的行為。例如，羽化後不久的工蜂會在巢內照顧幼蟲和蜂后，而較成熟的工蜂會

成為外勤蜂外出採集食物與水等資源。由於蜜蜂在巢內與巢外工接所觸到的刺激

以及需要解決的問題非常不同，表示工蜂大腦在不同日齡階段其功能性亦不相同，

因此推論蜜蜂工蜂的大腦在其成蟲階段也會有結構性的改變。前人研究已經證實

工蜂成蟲大腦內的蕈狀體 (mushroom body) 體積與日齡有關，然而缺乏大腦其
他部位體積與形態連續性變化則尚未探討，同時腦內神經連結是否會隨著日齡變

化而改變。本研究首先建立奈米斷層掃描 (nano-computed tomography) 技術記錄
不同日齡工蜂大腦的結構變化。目前使用磷鎢酸染色可以在腦中各區域產生良好

對比度，將更有利於未來各腦區的體積量測，然而脫水時大腦萎縮變形的問題尚

待解決。奈米斷層掃描技術建立完成後，預計使用層光螢光顯微鏡 (light-sheet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建立蜜蜂全腦神經連結，並分析腦部結構隨日齡的變化
與行為改變之間的關聯性。 

	

關鍵字：蜜蜂、日齡多型性、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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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4 

咸豐草植生素對東方蜂微粒子感染之基因表現影響 

李頤瑄 1、張紫婷 2、楊玉良 3、楊文欽 3、陳裕文 2、乃育昕 1* 

1.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2.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3.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通訊作者 

摘要 
東方蜂微粒子為蜜蜂的寄生性真菌病原，對蜜蜂造成生理及行為等影響，感

染之蜜蜂也易與農藥及病毒等協同作用增加蜜蜂死亡率。經測試結果發現咸豐草

植生素 (Bidens pilosa phytogenic, BP) 對感染東方蜂微粒子之蜜蜂有增加存活率
及存活時間效果，且能夠抑制東方蜂微粒子基因體拷貝數。故本研究將進一步釐

清 BP或其溶劑（DMSO）對東方蜂微粒子感染蜜蜂後，於不同時間各處理組間
基因表現影響。結果顯示在感染組的 5-10天有較多基因下調 (1034個)；DMSO
處理組在感染第 5天有 445個基因上調，而 BP處理組在第 5天及第 10天則分
別有 972個及 179個基因下調，顯示 DMSO與 BP在基因調控大致呈相反趨勢。
以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 (KEGG) 資料庫進行生物途徑分析，
發現感染組中 5-10天有多個生物途徑下調；而在 DMSO及 BP處理組比較中發
現，能量代謝途徑 (V-type ATPase pathway) 在 DMSO處理的 5-20天皆上調，
反之於 BP處理組中，5-10天為下調，推測 BP可在感染前期抑制東方蜂微粒子
能量代謝途徑，阻止東方蜂微粒子的能量運輸以降低其感染能力，進而提高蜜蜂

存活率。未來將針對東方蜂微粒子之 V-type ATPase pathway之相關基因進行表
現驗證，並探討調控東方蜂微粒子能量代謝途徑對於微粒子防治之發展性。 
 
關鍵詞：東方蜂微粒子、咸豐草植生素、轉錄體、基因表現、V-type ATPase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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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5 

益達胺與腺苷對於蜜蜂飛行行為與生理機制之探討 

林鈺淳、吳岳隆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摘要 
蜜蜂為重要授粉與經濟昆蟲，卻面臨多種逆境威脅，如類尼古丁藥劑-益達

胺(Imidacloprid)已知對蜜蜂之神經傳導造成損害，導致記憶與學習能力下降、影
響返巢能力。然而益達胺是否對蜜蜂的飛行行為以及能量代謝造成影響，以及腺

苷(Adenosine)能否透過增強能量產生達到協助蜜蜂抵抗益達胺的效果，則未有深
入研究。本實驗以含益達胺的糖水餵食外勤蜂，觀察與測定其行為及生理的變化，

結果顯示處理組的蜜蜂出現振翅頻率下降的情況，且移動距離也顯著下降；飛行

肌能量代謝基因表現呈下降趨勢，脂肪體能量代謝基因表現量顯著提升，推測能

量從供應飛行移動所需轉為供給解毒作用，更加影響蜜蜂的飛行能力，顯示益達

胺會影響蜜蜂能量代謝，導致飛行肌能量不足，損害飛行能力；而外加腺苷後，

蜜蜂之振翅頻率與移動能力有所恢復，且飛行肌能量代謝基因表現上升，顯示能

透過增加能量代謝能力減少有害物質所造成的損害。基於本次研究，確認益達胺

造成蜜蜂振翅頻率下降，進而影響飛行能力，導致覓食範圍與花粉採集量縮減，

對蜂群生存造成負面影響；而腺苷可以提升蜜蜂體內能量的產生，恢復飛行能力，

未來如何將腺苷應用在養蜂產業上亦為值得發展的議題。 
 
關鍵字: Apis mellifera, flight ability, metabolism switch, imidacloprid, aden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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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6 

咖啡因增強蜜蜂記憶能力之生理機制探討 

呂昀恆、吳岳隆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摘要 
咖啡因是人類社會中常見的食品與飲料添加劑，對哺乳動物，咖啡因能穿過

血腦屏障，影響大腦並增強認知與記憶學習行為，亦能降低帕金森氏症的染病機

率。同時，咖啡因做為植物產生之次級代謝物，對無脊椎動物如蜜蜂，咖啡因也

已經證實會增強記憶能力與大腦之神經活性，然而，咖啡因是透過何種機制去影

響蜜蜂之大腦，則未有深入研究。本實驗將咖啡因混合糖水餵食蜜蜂，探討其對

記憶行為、神經生理與能量代謝的影響，並測定各相關基因表現，嘗試解釋為何

蜜蜂之記憶能力能提升。結果顯示，餵食咖啡因的蜜蜂產生更多神經傳導物質使

神經活動上升，並釋放更多鈣離子；作為第二傳訊者，鈣離子接著促使下游記憶

相關基因表現。同時，餵食咖啡因的蜜蜂血糖提升且 ATP 產量增加，醣類代謝
相關基因表現亦普遍顯著上升，這些能量很可能提供給神經活動，與蜜蜂增強的

記憶能力相呼應。本研究點出了咖啡因對於蜜蜂大腦影響的可能途徑，闡述咖啡

因對於蜜蜂個體的正向影響，這些實驗結果能支持未來將咖啡因作為飼養蜜蜂的

添加劑之可能性。 
 
關鍵字：蜜蜂 (Honey bee)、咖啡因 (Caffeine)、神經 (Neuron)、 

能量代謝 (Energy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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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7 

蜜蜂益生菌--腸膜明串珠菌之應用開發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ee probiotics - 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 

陳妤欣 1、黃郁涵 1、徐培修 2、吳姿嫻 2、吳明城 1 

1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蜜蜂生物學研究室 

2行政院農委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蠶蜂課 

摘要 
因應蜜蜂益生菌開發需求，我們從西方蜂、東方蜂和熊蜂腸道，以及蜂花粉

中分離細菌菌株，其中之一菌株—腸膜明串珠菌(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 TBE-
8具有極高蜜蜂益生菌潛能。透過該菌菌株特性分析，發現該株菌可耐糖滲透壓
(50% 蔗糖溶液) 、耐酸(pH5.0)、可代謝多種醣類、產多種有機酸和抑制美洲幼
蟲病病原菌，這些特性意味該菌可透過糖水餵食蜜蜂、可耐蜜蜂酸性腸道、可幫

助蜜蜂代謝醣類、提供蜜蜂代謝物原料有機酸和協助蜜蜂抵禦病原。將該菌之發

酵液餵食蜜蜂後，發現可刺激蜜蜂之營養和免疫基因表達，推測該菌應對蜜蜂生

理有正向影響。為了進一步的田間試驗需求，該菌製程已可以被放大，且經冷凍

乾燥後，菌粉仍具有高活菌數；將菌粉添加入糖水中餵食蜂群，可發現該菌可於

一天內擴散至整個蜂群，且腸道菌數於五天內皆可維持在 108以上，此外，我們

尚在分析利用該菌發酵之蜂糧成效，評估改善蜂群生理狀況的程度，希望不久可

以將此益生菌珠應用到養蜂場，促進蜂群健康。 
 
關鍵詞：蜜蜂、益生菌、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蜂群健康 
 

註：該腸膜明串珠菌文章已於 2021.03投稿 Scientific report期刊，正在審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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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演講競賽-8 

探討促使工蜂早熟之逆境生理	

Physi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precocious foraging of bee 

workers induced by environmental stressors 

陳琬鎰、陳韻如、丁婕、楊恩誠 

國立臺灣大學 

摘要 
西洋蜂為社會性昆蟲，工蜂於巢中的分工機制受諸多因子所調控。前人研究

指出工蜂勤務由內勤轉變為外勤的過程中必會伴隨青春激素含量急遽上升之現

象，而以外力促使內勤蜂體內青春激素含量增加則會誘導其轉變為早熟型外勤蜂。

此外，暴露於外界逆境源 (益達胺、感染畸翅病毒或東方蜂微粒子) 中，亦造成
內勤蜂早熟離巢和外勤蜂之飛行與返巢能力下降，這些逆境影響極可能與蜂群衰

竭失調症候群的重要特徵，即工蜂短時間內大量消失之現象，有密切關係。我們

近期之研究發現，幼蟲期時暴露於 10 ppb 益達胺的環境中會促使內勤蜂青春激
素生合成相關之基因表現量上升。為進一步確認青春激素生合成相關基因之調升

是否造成內勤蜂體內青春激素含量上升，並促使其於生命早期轉變為早熟型外勤

蜂，本研究擬利用氣相色譜質譜儀檢測逆境源對各齡工蜂體內青春激素含量之影

響。現已建立優化之樣品純化程序，能於樣品純化流程中將背景雜訊分離，並將 
九成以上之目標化合物完整保留於樣品中。此優化程序將應用於檢測工蜂感染病

原或暴露於亞致死劑量農藥等逆境下，於各齡期時青春激素表現量之改變，並綜

合青春激素生合成相關基因的表現量結果，探討不同逆境源對工蜂生理之影響與

差異性。 
 

中文關鍵詞：早熟型外勤蜂、青春激素、益達胺、畸翅病毒、東方蜂微粒子蟲 
英文關鍵詞：precocious forager, juvenile hormone, imidacloprid, deformed wing 
virus, Nosema cera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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