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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九十六年度學術研討會實施情形 

日  期 主講人 題                目 

1 月 15 日 倪禮豐 

林學詩 

余德發 

參訪日本有機農業報告 

出席西非蔬菜合作計畫檢討會議報告 

美國農業部研習心得 

2 月 12 日 羅李烟 

林文華 

王朝坤 

日本農產品加工研習及違規食品廣告之認識及查處 

Plants used in water garden 

台灣農藥市場之變遷 

3 月 19 日 蔡月夏 百合多樣化之應用 

4 月 16 日 陳季呈 花卉作物貯運保鮮之研究 

5 月 21 日 潘昶儒 

張同吳 

葉育哲 

水稻與合鴨共棲經營模式探討 

The application of HPLC fingerprinting in Angelica 

沖繩縣海洋深層水研究所參訪心得報告 

6 月 25 日 余宣穎 

楊素絲 

陳吉村 

The method of identifying rice variety 

植物天然色素的顏色化學 

農產品之抗氧化物質分析及測定相關技術研究 

7 月 16 日 王啟正 

劉瑋婷 

Maker-free 之基因轉殖技術應用 

農村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結合之經營策略 

8 月 20 日 陳任芳 Bacterial soft rot disease of vegetables 

9 月 17 日 余宣穎 參加 APO「綠色技術在農業上之應用」研習心得報告 

10 月 15 日 劉興榮

楊大吉 

品牌行銷策略與管理 

Pest management by Beauveria Bassiana 

11 月 19 日 林正木 資訊科技在教育訓練的應用 

12 月 24 日 劉啟祥 農業發展與人類社會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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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十六年度進修人員 

  職  別 姓 名  學     校 進 修 事 項    期  間 
副研究員 宣大平 台灣大學農藝所 博士班 96.02.26~96.06.26 

96.09.17~97.01.18 
助理研究員 王啟正 台灣大學植物科學所 博士班 96.02.26~96.06.26

96.09.17~97.01.18
助理研究員 張同吳 台灣大學農藝所 博士班 96.02.26~96.06.26

96.09.17~97.01.18
助理研究員 潘昶儒 台灣大學農藝所 碩士班 96.09.17~97.01.18
助理研究員 倪禮豐 台灣大學農化所 博士班 96.02.26~96.06.26

96.09.17~97.01.18
助理研究員 劉興榮 東華大學 碩士在職專班 96.02.01~96.06.26

 

三、九十六年度參加國際會議及研習 

職  別 姓  名 地  點 內    容 日  期 
副研究員 陳吉村 美國 農產品之抗氧化物質

分析及測定相關技術

研究 

95.05.31~96.05.03

場長 侯福分 德國 德國有機農業政策與

執行 
96.08.20~96.08.24

助理研究員 余宣穎 日本 參加亞洲生產力組織

於日本舉辦之環保之

水稻農耕技術與操作

多國性考察團 

96.08.24~96.08.31

技佐 蔡月夏 加拿大 加拿大種原及香草植

物蒐集與應用研習 
96.10.14~96.10.23

助理研究員 倪禮豐 韓國 綠色生產力暨永續社

群發展：自然農耕案例

研討會 

96.11.05~96.11.09

 

 



 

附  錄    117

四、九十六年度國外人士來場參觀訪問情形 

日  期 單      位 
96.04.04 韓國珍島郡農業訪問團 28 人 
96.06.29 日本福井農協役員 21 人 
96.07.04 韓國全州農業經濟聯合會 19 人 
96.07.13 美屬聯邦塞班島 15 人 
96.08.30 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 27 人 
96.10.05 日本國與那國町島 28 人 
96.10.18 日本青森縣農協參事聯絡協議會 21 人 
96.11.29 韓國新農民 195 期台灣農業研修訪問團 48 人 
96.12.20 日本山形縣農協會 25 人 

 

五、九十六年度經費預算                                     （單位：元） 

項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餘  額 
（一）單位預算 

農業科技研究發展 
農業管理 

（二）中央農建計畫 
（三）代收款 

180,080,000 
81,598,000 
98,482,000 
8,932,000 
3,871,739 

179,505,943 
81,516,139 
97,989,804 
7,641,092 
3,468,060 

574,057 
81,861 

492,196 
1,290,908 

403,679 

 

六、九十六年度購置主要儀器設備（十萬元以上） 

 名    稱 購置日期 數量 金額（元） 購用單位 
印表機 96/05/18 1 121,535 作物環境課

解剖顯微鏡 96/06/20 1 230,000 蘭陽分場 
恆溫生長箱 96/06/22 1 244,000 蘭陽分場 
搬運車 96/06/22 1 174,000 作物改良課

搬運車 96/06/22 1 174,000 作物環境課

冰櫃 96/07/12 1 310,000 作物改良課

影像分析儀 96/07/13 1 270,000 蘭陽分場 
純水製造機 96/07/20 1 279,000 蘭陽分場 
乾燥機 96/07/24 1 338,000 作物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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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稱 購置日期 數量 金額（元） 購用單位 
冰櫃 96/07/24 1 618,000 作物改良課

黏度計 96/07/25 1 1,278,000 作物改良課

汞分析儀 96/07/25 1 470,000 作物環境課

冰水主機 96/08/03 1 120,000 作物改良課

輪式曳引機 96/08/07 1 1,400,000 作物改良課

影像分析儀 96/08/24 1 760,000 作物改良課

糖度計 96/08/28 1 540,000 作物改良課

客貨兩用車 96/09/03 1 494,989 行政室 
殺菌值自動測定系統 96/09/18 1 410,000 作物改良課

網路伺服器 96/10/24 1 166,844 蘭陽分場 
防火牆 96/10/24 1 266,503 農業推廣課

粉碎機 96/11/13 1 170,000 蘭陽分場 
皮膚診斷器 96/11/19 1 719,800 作物改良課

工作檯 96/12/14 1 106,875 作物改良課

恆溫生長箱 96/12/28 1 250,000 作物改良課

遠心力分離機 96/12/28 1 990,000 作物改良課

冷凍式壓縮空氣乾燥機 96/12/28 1 740,000 作物改良課

合計  26 11,641,546  
 

七、九十六年度本場同仁發表於場外刊物之文章 

題            目 作  者 出版刊物 巻期及頁數

苦瓜新品種花蓮 2 號 全中和

林學詩

侯福分 

豐年 
 

57(6):57-58
 

山蘇產業產銷履歷生產輔導 全中和 農友 705:10-13 
藥食兩用的東方蔬菜－苦瓜 全中和 科學農業 418:10-13 
山蘇生產履歷之現況與展望 全中和 永續農業 26:22-24 
山藥切口處理之新技術開發 劉啟祥 農政與農情 183:92-94 
苦瓜新品種花蓮三號之育成 全中和 中國園藝 53(4):528 
Bitter melon (Momordica charantia L.) 
inhibits adipocyte hypertrophy and down 

H. L. Huang, 

Y. W. Hong,  

Brit. J. Nutr. 99(2):230-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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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出版刊物 巻期及頁數

regulates lipogenic gene expression in 
adipose tissue of diet-induced obese rats

Y. H. Wong, 

Y. N. Chen, 

J. H. Chyuan, 

C. J. Huang, 

P. M. Chao 

花蓮亞蔬五號番茄抗蟲基因轉殖初報 王啟正 
林 立 
林學詩 

中國園藝 53(4):548 

有機栽培水稻中耕除草試驗 潘昶儒 中華農藝學會 96 年

度年會論文宣讀手冊 
p.57 

稻米生產專區安全栽培管理模式之建

立 
余宣穎 
 

中華農藝學會 96 年

度年會論文宣讀手冊 
p.77 

大波斯菊開發利用之研究 周明和 中華農藝學會 96 年

度年會論文宣讀手冊 
p.74 

不同栽培環境對當歸有效成分含量影

響之研究 
張同吳 中華農藝學會 96 年

度年會論文宣讀手冊 
p.62 

稻米文化與生活 潘昶儒

侯福分

新港文教基金會訊 175:15-16 

東部地區稻米產業發展願景 潘昶儒

侯福分

新港文教基金會訊 176:16-18 

Resveratrol content in strawberry fruit 
is affected by preharvest conditions 

S. Y. Wang, 
C. T. Chen, 
C. Y. Wang, 
P. Chen 

J. Agr. Food Chem. 55:8269- 
8274. 

樹木殺手－褐根病 陳任芳 豐年 57(4):59-61
花蓮區休閒農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訓之

研究 
林正木 95 年度農民輔導之

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報告（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編印） 

p.131-138 

利用組織培養技術繁殖保健植物－ 
綬草種苗 

陳季呈 
張建生 

中華農藝學會 96 年

度年會論文宣讀手冊 
p.116 

果莢成熟度與培養基組成分對台灣白

及無菌播種之影響 
陳季呈 
張建生 

台灣園藝 53(4):577- 
578 

銀柳多樣化商品之開發與利用 陳季呈 
張建生 

豐年 57(3):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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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出版刊物 巻期及頁數

侯福分 
玲瓏紫果的驚艷－普剌特草 陳季呈 農業世界 287:72-76 
繽紛燦爛的藍紫風情－倒地蜈蚣 陳季呈 農業世界 290:50-54 
葉亮花麗清秀小佳人－小金石榴 陳季呈 農業世界 291:69-73 
台灣原生植物使您的家園更美麗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81:50-54 
小巧圓融的椒草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82:40-44 
溪畔幽蘭－穗花斑葉蘭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83:26-29 
可大可小、伸縮自如的山菜豆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84:80-83 
清秀佳人－爵床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85:68-71 
台灣野牡丹藤－玉牡丹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86:52-55 
台灣的野生牡丹花－野牡丹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88:82-87 
山崖上的花精靈－金花石蒜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89:86-92 
圓葉紅果編織的地毯-越橘葉蔓榕 張聖顯 農業世界 292:84-89 
小果番茄新品種-花蓮亞蔬 21 號簡介 楊素絲 農政與農情 179:96-97 
抗番茄捲葉病毒病番茄新品種‘花蓮

亞蔬 21 號’之育成 
楊素絲 
陳正次 

台灣園藝 53(4):528- 
529 

插穗種類及數目對紫葉半插花盆栽品

質的影響 
林文華 台灣園藝 53(4): 576 

 

八、九十六年度人事異動情形 

    職             稱 
  姓 名 

    原             新 
生效日期 

新進人員原任單位職稱或

調出人員新任單位職稱 
施清田 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96.01.22 原任台東區農業改良場 
邱澄文 技佐－無 96.03.16 自願退休 
張錫杰 課員－專員 96.03.29 調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 
陳哲民 研究員兼作物環境課課長－無 96.05.21 自願退休 
楊大吉 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兼作物

環境課課長 
96.05.21  

李國明 副研究員－研究員 96.05.21  
李豐在 助理研究員－技士 96.06.01 調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簡哲士 助理研究員－課員 96.07.02 原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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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稱 
  姓 名 

    原             新 
生效日期 

新進人員原任單位職稱或

調出人員新任單位職稱 
林慶元 助理研究員－無 96.07.16 命令退休 
黃井約 技士－助理研究員 96.08.01 原任新店市公所 
賴信順 無－助理研究員 96.10.19  
陳源俊 無－助理研究員 96.10.25  
黃佳興 無－助理研究員 96.10.25  
林 立 無－助理研究員 96.10.29  
林駿奇 無－助理研究員 96.10.30  

 

九、九十六年度本場工作人員及負責業務 

職   別 姓 名 負  責  業  務 
場 長 侯福分 綜理場務 
研究員兼副場長 黃  鵬 襄助研究發展工作 
研究員兼秘書 林學詩 襄助綜理場務 
會計室主任 鄭美珠 主辦會計業務 
課員 王貴美 協辦會計業務 
人事室主任 董茂雄 主辦人事業務 
書記 劉淑慧 協辦人事業務 
政風室 沈聰明 兼辦政風業務 
行政室主任 蔡芳慧 主辦總務業務 
專 員 黃得時 承辦文書業務 
課 員 潘麗卿 辦理出納業務 
課 員 簡哲士 辦理財產管理業務 
作物改良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宣大平 綜理作物改良課課務 
稻作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潘昶儒 水稻品種改良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助理研究員 余宣穎 水稻生理研究及栽培改良 
助理研究員 黃井約 水稻生理研究及栽培改良 
雜糧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周明和 雜糧作物栽培改良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副研究員 余德發 落花生育種及栽培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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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別 姓 名 負  責  業  務 
助理研究員 張同吳 山藥及特用作物育種及栽培改良 
園藝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全中和 蔬菜品種及栽培改良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助理研究員 王啟正 生物技術研究 
助理研究員 黃佳興 生物技術研究 
助理研究員 劉啟祥 果樹及採收後處理試驗 
助理研究員 葉育哲 花卉品種及栽培改良 
技 佐 蔡月夏 花卉品種及栽培改良 
食品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羅李烟 食品研究與改良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約僱助理 賴明基 食品研究與改良 
作物環境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楊大吉 綜理作物環境課課務 
植物保護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陳任芳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助理研究員 王朝坤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助理研究員 賴信順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助理研究員 林  立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助理研究員 林駿奇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土壤肥料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陳吉村 有機農業試驗研究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助理研究員 倪禮豐 有機質肥料試驗研究 
助理研究員 詹朝清 土壤肥料試驗 
農業機械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施清田 農業機械改良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農業推廣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沈聰明 綜理農業推廣課業務 
副研究員 劉瑋婷 農業資訊及推廣期刊編輯發行 
助理研究員 林正木 推廣及農業經營 
助理研究員 劉興榮 推廣及農業經營 
助理研究員 陳源俊 推廣及農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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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別 姓 名 負  責  業  務 
技 佐 陳忠明 視聽教材製作 
蘭陽分場   
研究員兼主任 張建生 綜理分場業務 
蔬菜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楊素絲 蔬菜品種及栽培改良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助理研究員 林文華 蔬菜品種及栽培改良 
花果研究室   
研究員兼主持人 李國明 果樹品種及栽培改良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助理研究員 陳季呈 花卉品種及栽培改良 
助理研究員 張聖顯 花卉品種及栽培改良 
辦事員 李美玲 協辦總務、人事業務 

 
十、九十六年度外賓來場演講情形 

日 期 單    位 主 講 人 題        目 
96.01.23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 
陳彥良教授 概述消費者保護 

96.03.16 台灣蝙蝠學會 徐昭龍秘書長 蝙蝠與環境、生態 
96.04.20 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

察署 
許建榮檢察官 政府資訊公開法 

96.05.14  更生日報 田德財採訪主任 如何與媒體互動及新聞寫作

技巧 
96.05.22 中央氣象局測報中心 徐月娟主任 海象、氣象簡介 
96.06.29 慈濟醫院職業醫學科 楊孝友醫師 健檢異常報告之說明及職場

健康促進 
96.07.06 國防大學陸軍學院 陸軍聲上校教官 全民作戰與城鎮作戰之關係 
96.09.17 尤美女律師事務所 尤美女律師 從性別主流化談兩性平權 
96.10.08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 
詹靜芬教授 行政倫理與法制 

96.12.19 東華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 
陳淑玲教授 顧客導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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