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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九十五年度學術研討會實施情形 

日  期 主講人 題                目 

1 月 16 日 林慶元 

李國明 

青蔥甜菜夜蛾之生態習性 

宜蘭地區休閒農業發展策略 

2 月 20 日 張聖顯 

劉瑋婷 

櫻花之栽培及利用 

農村生態旅遊發展策略與規劃 

3 月 20 日 陳任芳 

宣大平 

Biocontrol of Fusarium wilt on tomato 

The effect of high temperature on rice quality 

4 月 17 日 楊素絲 作物淹水逆境生理 

5 月 22 日 王啟正 

陳秋妹 

植物抗氧化酵素的功能與應用 

從地方文化觀點探討地方農特產品研發之方向 

6 月 19 日 潘昶儒 

陳季呈 

米粒心腹白之成因及其改善之可行性 

Orchids in our daily life 

7 月 24 日 劉興榮 農產運銷通路之探討－以農會物流中心為例 

8 月 21 日 周明和 

劉啟祥 

土裏長出來的石油－能源作物介紹 

園產品保鮮技術之研究 

9 月 18 日 林正木 

林文華 

休閒農業人力資源訓練規劃與成效評估 

Ornamental usage of aquatic plants in househood 

10 月 16 日 余宣穎 

全中和 

影響稻米食味品質之特性 

民俗植物低度栽培管理之研究 

11 月 20 日 彭德昌 

沈聰明 

花蓮地區之農業與觀光遊憩 

農業產銷組織之變革與發展 

12 月 18 日 楊大吉 

 

李豐在 

Life table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of management of silverleaf 

whitefly 

Phytoremi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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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十五年度進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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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2.20~95.06.27 
95.09.18~96.01.19 

助理研究員 王啟正 台灣大學植物科學所 博士班 
 

95.02.20~95.06.27 
95.09.18~96.01.19 

助理研究員 張同吳 台灣大學農藝所 
 

博士班 
 

95.02.20~95.06.27 
95.09.18~96.01.19 

助理研究員 楊大吉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博士班 95.06 畢業 
助理研究員 倪禮豐 台灣大學農化所 博士班 95.02.20~95.06.27 
助理研究員 劉興榮 東華大學 

 
碩士在職專班

 
95.02.21~95.06.25 
95.09.13~96.01.14 

 

三、九十五年度參加國際會議及研習 

職  別 姓  名 地  點 內    容 日  期 
副研究員兼課長 林學詩 馬利共

和國 
出席亞洲蔬菜中心與

西非稻作發展協會蔬

菜合作計畫檢討會議 

95.06.10~95.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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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7.10~96.04.09

副研究員 羅李烟 日本 日本有機農業暨精緻

農業考察 
95.08.01~95.08.06

助理研究員 倪禮豐 日本 有機農業生產技術研究 95.11.02~95.12.01
 

四、九十五年度國外人士來場參觀訪問情形 

日  期 單  位 身  分 接待人員 訪問內容 
95.02.09 日本中甲若竹合同研修團

28 人 
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2.14 日本東西松浦地區農協 22
人 

理監事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2.17 日本福岡農協 13 人 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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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2.27 韓國青陽郡農協 34 人 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3.28 韓國昌原市農會 25 人 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6.10 外交部遠朋國建班 29 人 各國官員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6.14 日本上川地區農協 17 人 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7.27 日本熊本高校 14 人 教師、學生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9.04 日本九州南茂安生產組合

社 15 人 
社員、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9.08 韓國奎山郡農業技術中心

24 人 
研究人員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9.13 韓國農業指導人員 18 人 指導員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9.18 日本八重山水稻部會27人 會員、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09.22 日本福岡縣立遠賀高校4人 教師、學生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10.20 蘇格蘭議會 4 人 議員 侯福分 參訪 

95.11.07 日本北海道石狩農協16人 役員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11.27 韓國農業技術院 17 人 技術人員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11.28 日本吉町農業委員會22人 委員、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12.08 日本新瀉農協 17 人 農民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12.12 韓國光洲全南大學 40 人 教授、學生 陳忠明 農業交流 

95.12.20 韓國全羅北道農訪團 30
人 

教授、農民 潘昶儒 農業交流 

 

五、九十五年度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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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48,000 
78,472,000 
99,376,000 
7,326,555 
1,476,226 

177,741,916 
78,458,649 
99,283,267 
6,970,524 
1,090,011 

106,084 
13,351 
92,733 

356,031 
386,215 

 



 

附  錄    133

六、九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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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烯轉換器 95/03/10 1 台 114,000 蘭陽分場 
木床小貨車 95/05/23 1 台 445,589 蘭陽分場 
農地搬運車 95/06/02 2 台 159,000 作物改良課 
分光式色差計 95/06/06 1 台 268,000 蘭陽分場 
糖酸自動分析儀 95/06/16 1 台 390,000 蘭陽分場 
落地型高速冷凍離心機 95/06/21 1 台 600,000 蘭陽分場 
火焰光度計 95/06/23 1 台 340,000 作物環境課 
梯度核酸增殖儀 95/06/23 1 台 290,000 作物改良課 
超低溫冷凍櫃 95/06/23 1 台 425,000 作物改良課 
超低溫冷凍櫃 95/06/23 1 台 425,000 作物環境課 
螢光分析儀 95/07/04 1 台 1,050,000 作物環境課 
中階伺服器 95/07/12 1 台 148,188 農業推廣課 
溫濕度露點感應器 95/07/20 1 台 282,000 作物環境課 
溫濕度露點感應器 95/07/20 1 台 282,000 蘭陽分場 
小型試驗精米機 95/07/26 1 台 326,400 作物改良課 
熟飯食味計 95/07/26 1 台 880,000 作物改良課 
米飯硬度黏度儀 95/07/26 1 台 500,000 作物改良課 
快速種子計數器 95/07/26 1 台 298,000 作物改良課 
抽氣櫃 95/07/27 1 台 110,000 作物改良課 
恆溫生長箱 95/07/27 1 台 120,000 作物改良課 
固體總有機碳分析儀 95/07/28 1 台 670,000 作物環境課 
小型氣象站 95/07/28 3 套 190,000 作物改良課 
稻穀震動式粗選機 95/08/28 1 台 189,627 作物改良課 
無殘留不銹鋼白米提昇機 95/08/28 1 台 155,664 作物改良課 
數位式計量封口包裝機 95/08/28 1 台 225,477 作物改良課 
半自動真空振動整平包裝機 95/08/28 1 台 309,232 作物改良課 
紫外線可見光分光光譜儀 95/08/30 1 台 354,000 作物環境課 
2U 伺服器 95/09/26 1 台 163,113 農業推廣課 
稻米新鮮度測定儀 95/11/20 1 台 530,000 作物改良課 
自動連續式著色系統設備 95/11/30 1 套 2,900,000 作物改良課 
活動式支柱關節模具 95/12/06 1 套 250,000 作物環境課 
合計  34 13,92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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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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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山村有機稻米品質分析研究 潘昶儒 中華農藝學會 95 年

度年會論文宣讀-作
物科學講座暨研究

成果發表會手冊 

p.43 

花蓮地區稻米品質分析與比較 余宣穎 

 

中華農藝學會 95 年

度年會論文宣讀-作
物科學講座暨研究

成果發表會手冊 

p.42 

市售小包裝有機米品質之探討 宣大平 

 

中華農藝學會 95 年

度年會論文宣讀-作
物科學講座暨研究

成果發表會手冊 

p.41 

健康新主張-巨大胚水稻之介紹 余宣穎 
宣大平 
潘昶儒 

豐年半月刊 56(15):47-49 

苦瓜新品種花蓮 2 號簡介 全中和 
林學詩 
侯福分 

農政與農情 170:94-96 

Establishment of detection techniques 
for the seedling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apayas by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C. J. 
Wang, 
H. T. 
Shen, 
and H. 
S. L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iosafety of 
transgenic plants.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50 

引子種類、DNA 來源及濃度、聚合酵

素及煉合溫度對 PCR分析基因改造木

瓜之影響 

王啟正  
沈翰祖  
林學詩 

台灣園藝 52:590 

箭竹筍保鮮方法 劉啟祥 豐年 56(14):47-49 
百合採後處理實務流程 蔡月夏 花卉採後處理技術

手冊(台灣區花卉發

展協會)  

p.35-42 

東部地區中草藥產業發展策略與展望 張同吳

侯福分

宣大平 

2006 年發展科技中

草藥產業研討會論

文集 
 

p.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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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tables and development of 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 
(Homoptera: Aleyrodida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 C. 
Yang 
and H. 
Chi 

J. of Economic 
Entomology 

99(3): 691-698

Life tables of 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 (Homoptera: 
Aleyrodidae), population growth and 
dispersal in field and screen houses, and 
simulation of management based on life 
table 

T. C. 
Yang 

Ph. D. Dissertation  

花蓮地區台灣三月始灰象鼻蟲密度調

查與防治 
李豐在 
楊大吉 
陳任芳 
陳哲民 

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48:81-91 

本土害蟲的崛起～台灣三月始灰象鼻

蟲 
李豐在 
楊大吉 
陳任芳 

農業世界 276:68-72 

發展植物病害非農藥防治法 李豐在 豐年 56(7):45-48 
番茄菌核病之發生與防治 李豐在 豐年 56(19):57-59 
機械播種施肥作畦一貫作業機 邱澄文

陳哲民

林瑋祥 

農友月刊 57(6):69-70 

花蓮區優質農業人力資源培植之研究 沈聰明 94 年度農民輔導之

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報告(台灣農業推廣

學會編印) 

p.126-131 

花蓮縣玉里鎮有機米產銷班第 1 班 劉興榮 95 年全國十大績優

農業產銷班專輯(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編

印) 

p.34-37 

番茄新品種‘花蓮亞蔬 17 號’之育成 楊素絲 台灣園藝 52(4):531 
水生植物的居家利用 
 

林文華 財團法人七星環境

綠化基金會 2006 年

綠化教室秋季號 

 

貯藏溫度與包裝對數種水生蔬菜老化

及抗氧化力的影響 
洪志良

郭純德

尤進欽

台灣園藝 51(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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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華

楊宏瑛 
水過長沙、毛過長沙、丁香水龍及田

字草盆栽生產適期之探討 
林文華 台灣園藝 52(4):541 

玲瓏紫果的「普剌特草」與組織培養

繁殖 
陳季呈 台灣花卉園藝 226:36-40 

銀柳多樣化商品之開發與利用 陳季呈 
張建生 
侯福分 

農政與農情 171: 59-63 

銀柳採後處理實務流程 陳季呈 切花採後處理技術

手冊(台灣區花卉區

發展協會編印) 

74-81 

穗花斑葉蘭之繁殖、栽培及園藝利用

研究 
張聖顯 台灣園藝 52(4):541 

 

八、九十五年度人事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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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安隆 助理研究員－技正 95.01.27 調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 
羅李烟 副研究員兼作物環境課課長－

副研究員 
95.03.10  

陳哲民 研究員－研究員兼作物環境課

課長 
95.03.10  

張建生 研究員－研究員兼蘭陽分場主

任 
95.03.10  

楊宏瑛 副研究員兼蘭陽分場主任－科

長 
95.03.10 調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張錫杰 課員－課員 95.04.17 原任花蓮縣政府財政局 
宣大平 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副研

究員兼作物改良課課長 
95.04.27 
95.08.15 

 

陳秋妹 約僱助理－無 9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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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憲 研究員兼副場長 95.07.16 自願退休 
黃  鵬 研究員兼秘書－研究員兼副場

長 
95.07.28  

賴明基 無－約僱助理 95.08.01  
林學詩 副研究員兼課長－研究員兼秘

書 
95.08.15  

王朝坤 無－助理研究員 95.10.30  
葉育哲 技士－助理研究員 95.11.30 原任東石鄉公所 
彭德昌 助理研究員－無 95.12.03 自願退休 

 

九、九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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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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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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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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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啟祥 果樹及採收後處理試驗 
助理研究員 葉育哲 園藝品種及栽培改良 
技佐 蔡月夏 花卉品種及栽培改良 
食品研究室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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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員兼課長 陳哲民 綜理環境課課務 
植物保護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楊大吉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助理研究員 林慶元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助理研究員 陳任芳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助理研究員 李豐在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助理研究員 王朝坤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土壤肥料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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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佐兼主持人 邱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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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推廣及教育訓練 
助理研究員 劉興榮 農業推廣及農業經營 
技佐 陳忠明 農業傳播及視聽教材製作 
蘭陽分場   
研究員兼主任 張建生 綜理分場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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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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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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年度外賓來場演講情形 

日 期 單    位 主 講 人 題        目 
95.02.13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王緒昂顧問 繽紛的福爾摩莎-生物多樣性

與保育旳重要 
95.03.07 農委會企劃處 胡忠一科長 

 
農委會推動 Long Stay 之發展

現況與展望 
95.04.18 花蓮縣生命線協會 胡毓恩理事 誰來點亮生命中的阿拉丁神燈

95.04.18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 施正峰教授 憲政改革理念 
95.06.13 宜蘭縣政府 林錫忠消保官 深化消費者基本權利 
95.07.06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 洪敏雄副教授 國防科技、電子戰與軍事網格

95.07.06 吉安鄉立圖書館 蔡其倫館長 太極陪您放輕鬆 
95.08.18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戴孟蓁社工員 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 
95.09.28 駐日代表處經濟組 戴德芳秘書 

 
我國農產品外銷市場現況與

發展—以日本市場為例 
95.10.02 宜蘭社區大學 丘引講師 當我們同在一起-從美國的家

庭看男女合作 
95.10.20 農委會企劃處 廖安定處長 新農業運動 
95.12.14 Jamex 企管教育顧問中

心 
劉肇佑講師 優質服務策略行銷 

95.12.14 貝侖有限公司 袁鳳才經理 消防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