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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壁報論文競賽簡章 

2019.2.21 

壹、參加資格及系所推薦組數上限 

一、大學生組 

本院教師指導之大學生所組成之團隊（不包含研究生），並由各系主任推薦參賽；系

主任推薦參與競賽之隊伍單班學系至多三組，雙班學系至多六組。 

二、研究生組 

本院教師指導之研究生所組成之團隊（可包含大學部學生），並由各系主任推薦參

賽；系主任推薦參與競賽之隊伍每個碩士班至多三組。 

 

貳、推薦參賽壁報論文摘要投稿須知 

一、投稿截止日期：2019 年 4月 9日(二) 16:00，以電子檔投稿，格式依下列說明製

作，於投稿截止時間前，請 e-mail 至生資院辦專任助理蔡汶靜小姐信箱 

wctsai@niu.edu.tw 。 

二、摘要格式 

1.編輯軟體：Microsoft Word。 

2.電子檔名：請依序標示參賽組別、學系、題目及第一作者，並以「-」符號分隔。 

例:大學生組-食品系-乾燥處理對金柑果皮酚類化合物組成及抗氧化活性之影響-邱〇〇 

3.摘要內容：包含動機、方法、與結果及 3~6個關鍵字，以 A4 大小 1頁為限。    

  請參考摘要範例。 

4.版面設定及字體要求： 

 (1)中英文皆可，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為

12號，題目為粗體字。 

 (2)行距及邊界：1.5 倍行距，上下左右邊界皆為 2.5公分。  

三、大會手冊（壁報摘要）內容將根據您上傳的資料彙整，內容之正確與否概由作者

自行負責。 

 

參、壁報論文製作及繳交注意事項  

一、壁報尺寸 

壁報請統一設計為 140 公分高 X90 公分寬 (展示板大小為 180 公分高，90 公分

寬)，以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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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壁報內容呈現方式 

中、英文皆可，壁報之圖表文字大小以在 1 公尺距離可清楚閱讀為原則。 

三、壁報 PDF檔繳交期限 

 1.壁報由生資院辦公室統一輸出。 

2.參賽隊伍請於 2019 年 4月 29 日(一) 16:00 前將壁報 PDF檔 e-mail 至生資院辦

蔡汶靜小姐信箱 wctsai@niu.edu.tw ，校內分機: 7617。 

3.電子檔名：請依序標示參賽組別、學系、題目及第一作者，並以「-」符號分隔。 

例:大學生組-食品系-乾燥處理對金柑果皮酚類化合物組成及抗氧化活性之影響-邱〇〇 

 

肆、壁報論文競賽注意事項 

一、壁報展示地點：生資大樓 1樓大廳。 

二、展示時間：2019年 5月 6日（一）至 2019 年 5月 10日（五） 

三、壁報論文競賽解說時段：（依報名組數調整後將會再次通知各參賽者），校外委員

將進行現場評審。 

四、校外委員現場評審時段：5月 8日（三）下午 13:00 起。 

五、頒獎典禮時間：5月 8日（三）17:00於生資大樓 1樓福昌廳舉行。 

敬邀校外委員、各系主任、指導教師與全體參賽隊伍出席。 

 

伍、壁報評分與獎勵方式 

一、大學生組及研究生組各由 5 位評審委員個別評分排序後，於評審委員會議綜合

討論共同議決，遴選特優 1名、優等 2名以及佳作數名。 

二、獎金： 

特優獎獎金新台幣 5,000 元，優等獎獎金新台幣 3,000 元，佳作獎獎金新台幣

2,000元。 

三、頒獎典禮：5月 8日（三）下午 17:00 於生資大樓 1樓福昌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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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壁報論文競賽 

重要日程表 

校外委員評審暨頒獎日期：5月 8日（三） 

活動地點：生資大樓 1樓大廳 

作業時程 工作項目 備註 

2月 26日(二) 壁報論文競賽開始報名 
院辦將活動訊息轉知 

各系公告 

3月 18日(一)前 
各系主任推薦校外委員 

名單繳交日期 

學系 

請各系將委員名單 

提供給院辦汶靜 

2月 26日(二) 

至 

3月 18日(一) 

壁報論文競賽報名期間 

學系 

請各系將推薦參賽報名表 

送至院辦公室 

4月 9日(二) 

16:00前 
壁報摘要投稿截止日期 

參賽隊伍 

請提供壁報論文摘要電子

檔 e-mail 至 

wctsai@niu.edu.tw  信箱  

4月 29日(一) 

16:00前 

壁報論文 PDF 檔案 

繳交截止日期 

參賽隊伍 

請將壁報論文 PDF 檔案 

e-mail至

wctsai@niu.edu.tw  

由院辦統一輸出壁報 

5月 6日(一) 

至 

5月 10日(五) 

壁報展示期間 

展示地點 

生資大樓 1 樓 

104、113 教室 

5月 8日(三) 

校外委員評審日 

報名結束後依參賽組數公告委

員現場審評時間表。 

頒獎地點:生資大樓 1樓福昌廳 

參賽隊伍 

參賽隊伍請於中午 12:40

前至生資大樓 1 樓大廳報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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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處理對金柑果皮酚類化合物組成及抗氧化活性之影響 

邱雅耘、駱錫能*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動機：金柑(kumquat)為宜蘭縣特產作物之一，栽培品種以長實金柑為主，除少數供應鮮

食市場外，大多供應工廠製成蜜餞銷售。已知金柑富含類黃酮，具抗氧化、抗發炎、抗

菌等活性。本實驗室研究發現，果皮含較高之酚類化合物，且相關文獻指出柑橘類乾燥

後可有效增加酚類化合物含量、提升抗氧化活性，實驗室曾針對高溫乾燥的影響加以探

討，有關較低溫度乾燥對酚類化合物組成之影響則尚待研究，以作為適當乾燥條件之參

考，期望提升金柑之經濟價值。 

方法：以未成熟和成熟長實金柑(Citrus japonica var. margarita)的果皮為原料，進行不同

溫度乾燥處理(70°C, 85°C, 100°C)後，使用 90°C 熱水連續震盪萃取三次，合併萃取液進

行定量後，分析總多酚含量、酚類化合物組成和抗氧化活性測定，分別包括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和氧自由基吸收(ORAC)能力等試驗。 

結 果 ： 金 柑 果 皮 熱 水 萃 取 物 中 的 酚 類 化 合 物 含 量 依 序 為 ：

3',5' di C β glucopyranosylphloretin (DGPP) 、 Acacetin8 C neohesperidoside 

(Margaritene) 、 Acacetin 6 C neohesperidoside (Isomargaritene) 、 Acacetin 

7 O neohesperidoside (Fortunellin) 和 Isosakuranetin 7 O neohesperidoside 

(Poncirin)等。未成熟金柑果皮的類黃酮組成分總含量隨著乾燥溫度的上升而增加，以

100°C 乾燥條件下總含量最高；而成熟金柑果皮的含量則以 85°C 乾燥條件下為最高，

抗氧化活性與總多酚含量皆有隨溫度的上升而增加的趨勢。未成熟金柑經 100°C 乾燥

後，萃取物的總多酚含量高達 3017 GAE mg/100g dry extract；ORAC 氧清除能力為 600 

µM Trolox/g dry extract，二者均約為成熟金柑的 4 倍。顯示 100°C 以下之乾燥條件，可

以有效提升金柑果皮萃取物之酚類化合物和抗氧化活性，推測其原因可能為乾燥導致金

柑組織結構破壞，增加酚類化合物之萃取率，進而提升抗氧化活性。 

關鍵字：長實金柑、酚類化合物、乾燥處理、抗氧化活性 

摘要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