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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九十三年度學術研討會實施情形 
月 份 主講人         題                目 
1月 19日 陳吉村 

彭德昌 
氣體色層質譜分析儀之原理及應用 
台灣東部海岸山脈地質介紹 

2月 16日 邱安隆 Bacillus antibiotics and their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3月 15日 張聖顯 

羅李煙 
台南白玉米族群穩定性機制研究 
釀酒加工簡介 

4月 19日 余宣穎 The biodivesity of agriculture 
5月 17日 王啟正 

李國明 
GMO檢測技術之介紹 
柑桔類無病毒種苗繁殖技術之應用 

6月 21日 陳季呈 Application of tissue culture in agriculture 
7月 19日 楊素絲 

劉瑋婷 
番茄營養成分之介紹 
農業資訊及傳播對提升農民知能之探討 

8月 16日 林文華 An Introduction to Slipper Orchid 
9月 20日 蔡月夏 

楊大吉 
水與自然   
居家害蟲生態與防治 

10月 18日 劉啟祥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fruit 
11月 15日 全中和 

宣大平 
影響苦瓜種子發芽因子之探討 
奈米科技在農業上可能之應用 

12月 20日 陳任芳 
沈聰明 

Mycotoxin and daily life  
農業產銷班之評鑑與分級服輔導 

二、九十三年度進修人員（93年 1月至 93年 12月） 
職  別 姓 名 學       校 進 修 事 項 期  間 
助理研究員 王啟正 台灣大學植物科學所 博士班 93.09.13~94.01.14
助理研究員 宣大平 台灣大學農藝所 博士班 93.02.20~93.06.18
助理研究員 倪禮豐 台灣大學農化所 博士班 93.02.20~93.06.18
以下空白     

三、九十三年度國際及大陸人士來場參觀訪問情形 
日期 姓名 身分 接待人員 訪問內容 

93.5.22 H.E. Kessai Note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

統 
場長及各課課長 參觀研究成果 

     

四、九十三年度經費預算                            （單位：元） 
項          目 預 算 數 實 支 數 餘  額 

（一） 單位預算 
    農業科技研究發展 

164,103,000
62,528,000

161,382,016 
62,514,477 

2,720,984
1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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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管理 
（二）中央農建計畫 
（三）雜糧發展基金 
（四）中正科技基金 
（五）代收款 

101,575,000
5,706,955

0
260,000

2,747,648

98,867,539 
5,413,304 

0 
259,930 

2,330,875 

2,707,461
293,651

0
70

416,773

五、九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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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溫恆溫櫃 93/04/20 1臺 120,000 作物改良課 
酵素免疫分析自動判讀機 93/05/04 1臺 1,186,000 作物改良課 
電氣生長恆溫箱 93/05/11 1臺 93,000 蘭陽分場 
網路伺服器 93/05/12 1臺 181,779 農業推廣課 
萬能機 93/06/01 1臺 320,000 作物環境課 
鍋爐 93/06/01 1臺 200,000 作物環境課 
電氣生長恆溫箱 93/06/01 1臺 120,000 作物環境課 
乾燥機 93/06/01 1套 300,000 作物環境課 
乾燥機 93/06/01 1臺 66,500 作物環境課 
電氣生長恆溫箱 93/06/01 1臺 120,000 作物環境課 
電氣生長恆溫箱 93/06/01 1臺 120,000 作物環境課 
水份測定器 93/06/01 1套 100,000 作物環境課 
氣相色層分析儀 93/06/01 1組 1,800,000 作物環境課 
殺菌消毒裝置 93/06/01 1臺 186,000 作物環境課 
殺菌消毒裝置 93/06/01 1臺 238,500 作物環境課 
快速粉碎機 93/06/01 1套 150,000 作物環境課 
殺菌值自動測定系統 93/06/01 1套 1,580,000 作物環境課 
桌 93/06/01 1臺 150,000 作物改良課 
桌 93/06/01 1臺 120,000 作物改良課 
反應器 93/06/03 1臺 360,000 作物環境課 
水份測定器 93/07/02 1臺 870,000 作物改良課 
成份分析儀 93/07/02 1套 480,000 作物改良課 
校正儀器組 93/07/22 1組 128,000 作物改良課 
網路伺服器 93/09/24 1臺 195,080 農業推廣課 
模具 93/09/29 1組 50,000 作物環境課 
鍋爐 93/10/14 1臺 166,900 作物環境課 
鍋爐 93/10/14 1臺 50,000 作物環境課 
蒸餾器(機) 93/10/14 1組 230,000 作物改良課 
洗米機 93/12/14 1臺 836,000 作物改良課 
殺菌設備 93/12/17 1套 1,196,000 作物環境課 

六、九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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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rient uptake and yield responses of peanut 
and rice to lime and fused magnesium 
phosphate in an acid soil 

C.S.Chang 
J.M.Sung

Field Crops 
Research 

89:3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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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型蔬菜種子田間直播機 邱澄文 
台灣農業機

械 
19卷4期P.10-12.

施肥作畦一貫作業機之研製 
邱澄文 
陳哲民 

2004生機與
農機論文發

表會 
P.29-30. 

研製芽孢桿菌 B190生物製劑技術與應用 邱安隆 生物農藥發
酵實務技術

研討會(經濟
部工業局) 

九十三年八月 

植物病害生物製劑研發與應用 邱安隆 花蓮區農業
專訊 

九十三年六月 

小果花番茄新品種「花蓮亞蔬 13號」簡介 楊素絲 農政與農情 150:83-86 
水生植物應用於休閒生態景觀之研究 蔡月夏 

林文華 
2004年彰化
花卉博覽會

花卉新科技

海報展專刊 

p.158-160  

金柑健康種苗生產與繁殖體系之建立 李國明 中國園藝 50(4):541 
簡易設施對洋香瓜及哈密瓜產量與品質之

影響 
楊素絲 中國園藝 50(4):557 

青蔥耐熱性篩選標誌之建立與應用 楊宏瑛 
張武男 
曾夢蛟 

中國園藝 50(4):576 

水生植物田字草盆栽化利用之研究 林文華 中國園藝 50(4):603 
銀柳新品種「蘭陽一號」之育成及特性 陳季呈 中國園藝 50(4):569 
蘆薈雜交育種經驗談 林文華 台灣仙人掌

與多肉植物

協會會刊 

8:8-14 

青蔥受大陸進口威脅之評估 楊宏瑛 大陸農產品
進口產業損

害預警監測

季報 

2:84-91 

金柑(金棗)農產品產銷市場概況暨開放兩
岸貿易之影響分析 

李國明 大陸農產品
進口產業損

害預警監測

季報 

2:48-69 

臺南白玉米族群於不同季節下各農藝性狀

對產量的影響路徑分析 
張聖顯 
呂秀英 
陳  成 

作物、環境與

生物資訊 
1(2):12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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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生植物—蘭紫風華的倒地蜈蚣 陳季呈 豐年 54:25-27 
從土壤養分供應及植物生長的觀點來看有

機栽培 陳吉村 豐年 
54;39-42 

豐潤美麗—銀柳新品種貴妃 陳季呈 農業世界 256:82-85 
量產芽孢桿菌B190及防治植物病害之潛能 邱安隆 

吳文希 
中華民國植

物病理學會

刊 

13（4）：346 

研製芽孢桿菌 B190生物製劑技術與應用 邱安隆 生物農藥發
酵實務技術

研討會(經濟
部工業局) 

2-1至 2-33 

七、九十三年度人事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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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妙娟 副研究員兼農業推廣課課長—退休 93.02.16  
林聰興 專員—退休 93.03.01  
李超運 副研究員—退休 93.03.01  
劉淑慧 書記—書記 93.03.01 原任花蓮縣文化局書記 
林正木 技工—助理研究員 93.03.31 原任本場技工 
鄭  仲 副研究員兼農業推廣課課長—辭職 93.07.20  
沈聰明 助理研究員—代理農業推廣課課長 93.07.20  
李豐在 無—助理研究員 93.09.30  
朱雅玲 技士—助理研究員 93.10.06 原任台南縣西港鄉公所技士 
余德發 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93.09.24  
鄭明欽 研究員—退休 93.12.11  
方銘志 技士—助理研究員 93.12.28 原任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

學校技士 

八、九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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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文憲 襄助研究發展工作 
研究員兼秘書 黃  鵬 襄助綜理場務 
研究員 張建生 襄助研究發展工作 
會計室主任 鄭美珠 主辦會計業務 
人事室主任 董茂雄 主辦人事業務 
政風室 沈聰明 兼辦政風業務 
行政室主任 簡煌銘 主辦總務業務 
專員 蔡芳慧 承辦文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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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員 王貴美 協辦會計業務 
課員 黃得時 辦理出納業務 
課員 潘麗卿 辦理財產管理業務 
書記 劉淑慧 協辦人事業務 
作物改良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林學詩 綜理作物改良課課務 
稻作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宣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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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昶儒 水稻品種及栽培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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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員 張同吳 山藥及特用作物育種及栽培改良 
助理研究員 羅李烟 農產品加工試驗 
助理研究員 方銘志 農產品加工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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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員 王啟正 生物技術 
助理研究員 劉啟祥 採收後處理 
技佐 蔡月夏 花卉品種及栽培改良 
作物環境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陳哲民 綜理植物病蟲害試驗研究及環境課課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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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員 彭德昌 土壤肥料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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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員 邱安隆 土壤肥料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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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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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機械研究室   
技佐兼主持人 邱澄文 農業機械改良兼主持研究室業務 
農業推廣課   
副研究員兼代課長 沈聰明 綜理推廣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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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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雅玲 推廣及農業經營 
技佐 陳忠明 視聽教材製作 
蘭陽分場   
副研究員兼主任 楊宏瑛 綜理分場業務及園藝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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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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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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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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