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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九十一年度學術研討會實施情形 
月 份 主講人         題                目 
91.01 王啟正 北海道休閒農業介紹 

 莊義雄 水稻與合鴨共棲經營 
91.02 鄭 仲 智慧財產權法律簡介 
91.03 林學詩 The biosynthesis of anathocyanin, its derivatioves, and their medical 

functions. 
91.04 楊宏瑛 蔥科作物組織培養技術之研究 
91.05 邱安隆 分離鑑定與評估拮抗細菌對百合灰黴病菌之抑制效用 

 陳吉村 植物精油之萃取與利用 
91.06 潘昶儒 水稻種子休眠生理與打破休眠方法 

 陳吳焜 宜蘭縣休閒農業 
91.07 曾富生 臺灣野生種大豆族群變異及系統分化之研究 
91.07 楊大吉 銀葉粉蝨之生物防治 
91.08 陳季呈 臺灣原生蘭花介紹 

 林妙娟 紅麴及其發酵製品之研究 
91.09 全中和 民俗植物之利用研究 
91.10 周明和 景觀綠肥作物之開發利用 

 王嘉陳 金針分級機之研製概念與實物之探討 
91.11 張同吳 保肝植物之開發與利用 

 陳任芳 植物生長促進根圈細菌在生物防治上之應用 
91.12 陳武雄 農業危機管理 
91.12 倪禮豐 有機物對土壤中氮素動態之影響 

二、九十一年度進修人員（91年 1月至 91年 12月） 
職  別 姓 名 學       校 進 修 事 項 期  間 
助理研究員 王啟正 荷蘭瓦赫尼跟大學

附屬國際農業中心

生物技術短期進修 91.04.27~91.06.10

會計主任 鄭美珠 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班 89.09~92.06 
助理研究員 倪禮豐 台灣大學 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班 90.09~94.07 
助理研究員 鄭 仲 東華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班 90.09~94.07 

三、九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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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4 田中委員等 14人 望日町農業委員會 鄭明欽、陳忠明 參訪試驗研究工作
91.5.9 山田委員等 14人 福鳥町農業委員會 鄭明欽、陳忠明 參訪試驗研究工作
91.6.24 陳海群等 13人 折江農產品產銷協會 場 長、鄭明欽 

林學詩、陳哲民 
參訪試驗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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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20 黃雅琴等 8人 浙江舟山市定海農業

產銷協會 
場 長、鄭明欽 
林學詩、陳哲民 

參訪試驗研究工作

91.12.4 赤坂秀則等 14人 日本宮城縣農業團體 鄭明欽、陳忠明 參訪試驗研究工作

四、九十一年度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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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管理 
（二）中央農建計畫 
（三）中正科技基金 
（四）代收款 

154,916,000
53,072,000

101,844,000
4,249,367

360,000
3,590,628

152,139,615 
51,225,866 

100,913,749 
4,145,565 

359,841 
2,847,944 

2,776,385
1,846,134

930,251
103,802

159
742,684

五、九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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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插秧機 91/05/21 1 490,000 稻作股 
迴轉犁 91/05/21 1 149,000 農機股 
烘箱 91/06/17 1 130,000 園藝股 
烘箱 91/06/17 1 130,000 園藝股 
烘箱 91/06/17 1 130,000 園藝股 
烘箱 91/06/17 1 130,000 園藝股 
糖度計 91/06/20 1 280,000 蘭陽分場 
光譜分析儀 91/05/29 1 260,000 蘭陽分場 
甲醛氣測定儀 91/04/11 1 119,600 家政室 
遠心力分離機 91/06/18 1 386,000 園藝股 
遠心力分離機 91/07/01 1 200,000 園藝股 
濁度計 91/04/11 1 230,300 家政室 
醱酵槽 91/07/12 1 422,000 雜糧股 
玻璃器皿清洗機 91/06/17 1 535,000 蘭陽分場 
硬式磁碟機 91/07/26 1 105,500 農業推廣課 
網路介面 91/04/01 1 270,000 農業推廣課 
投影機 91/07/28 1 256,000 農業推廣課 
電氣冰櫃 91/05/22 1 147,000 園藝股 
石器 91/08/28 1 126,000 農業推廣課 
搬運車 91/03/27 1 173,000 植保股 

六、九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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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的特產蔬菜∼韭菜 林學詩 農業世界 221:81-83 
花蓮的特產蔬菜∼箭竹筍與黃藤 劉啟祥 農業世界 223:31-33 
花蓮的特產蔬菜∼金針鮮蕾 林學詩 農業世界 224:75-79 
花蓮的特產蔬菜∼觀賞南瓜 林學詩 

蔡月夏 
農業世界 225: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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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的特產∼山蘇蕨菜 侯福分 
全中和 
劉啟祥 

農業世界 226:33-35 

花蓮的特產∼麵包樹 劉昭雄 農業世界 228:94-96 
花蓮、宜蘭的特產－山藥 張同吳 

黃 鵬 
農業世界 231:90-93 

The establishment of callus regeneration 
systems and the application for gene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for lily 

林學詩 
蔡月夏 
王啟正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ster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p.122-125 

Mutation breeding of ornamental pineappl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issue culture and 
gamma ray irradiation 

林學詩 
蔡月夏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ster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p.126-129 

花蓮地區實施有機栽培經濟效益之探討 李超運 中華農藝學
會（論文宣

讀） 

p.40 

利用 NIR測定水稻直鏈性澱粉及蛋白質含
量之研究 

宣大平 中華農藝學
會（論文宣

讀） 

p.37 

白葉枯病不同罹病率對稻米品質的影響 潘昶儒 中華農藝學
會（論文宣

讀） 

p.38 

菌根菌在綬草繁殖體系之應用 陳任芳 
余德發 

中華農藝學

會（論文宣

讀） 

p.48 

山藥新品種「花蓮 3號」之育成 張同吳 
黃 鵬 

中華農藝學

會（論文宣

讀） 

p.9 

山藥切段包裝處理技術改進 劉啟祥 中國園藝（論
文宣讀） 

48:416 

結合組織培養與放射線誘變技術進行觀果

鳳梨育種之研究 
林學詩 
蔡月夏 

中國園藝（論

文宣讀） 
48:411-412 

永續農業經營之道－水田資源之保育及經

營 
侯福分 
李超運 

科學農業 50(1、2):174-181

台灣梗稻新品系米質 洪梅珠 台中場研究 74: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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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聖 
陳隆澤 
陳素娥 
林國清 
李超運 
邱運全 
黃秋蘭 

彙報 

珍惜農業資源－做好稻草掩埋處理 李超運 豐年半月刊 52(14):30-33 
小胡瓜有機栽培之肥培管理技術 倪禮豐 豐年半月刊 52卷 10期 
花蓮的特產－香糯 李超運 農業世界月

刊 
229:48-50 

長形山藥新品種「花蓮 3號」之育成與推廣 黃 鵬 
張同吳 

農政與農情

月刊 
119:83-85 

百合採後處理實務流程 蔡月夏 
陳永斌 
林楨祐 

台灣花卉園

藝 
181:34-36 

蔬菜種子直播機具之研製改良 邱澄文 
林瑋祥 
宣大平 

農政與農情

第 126期 
p.85-88 

山藥料理介紹（二）家常菜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42號
53(1):88-91 

山藥料理介紹（三）保健粥及湯膳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43號
53(2):96-98 

山藥料理介紹（四）糕餅及飲品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44號
53(3):92-95 

鮮百合料理介紹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45號 53(4):96 
青蔥食譜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46號

53(5):86-87 
夏日佳品－絲瓜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47號

53(6):96-97 
花蓮特產－麵包果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48號

53(7):96-97 
不一樣的金針料理－鮮蕾與碧玉筍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49號

53(8):87-89 
蓮藕傳統保健食物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51號

53(10):96-97 
花蓮原鄉味蔬菜－山苦瓜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52號

53(11):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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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原鄉味蔬菜－山蘇 林妙娟 農友月刊 653號
53(12):94-95 

休閒農業的整體發展策略 鄭 仲 農業經營管
理會訊 

33:24-25 

花蓮縣有機山藥產銷班個案研究 沈聰明 農業經營管
理會訊 

32:24-25 

蘭花文旦產業策略聯盟推動成果 沈聰明 農政與農情 124:54-57 
文旦產業策略聯盟之推動與展望 沈聰明 台灣農業產

業策略聯盟

研討會 

155-166 

花蓮地區土壤資訊系統之建立與應用 陳吉村 土壤資訊應
用研討會論

文集－土壤

資訊獲得與

處理及應用 

p.187-204 

有機長白山藥之消費認識 林妙娟 財團法人國
際美育自然

生態基金會 

20:31-37 

七、九十一年度人事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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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李烟 助理研究員 （新任） 91.04.26 原任宜蘭縣政府衛生

局檢驗員 
林文華 助理 （新任） 91.05.01  
林寶珍 佐理員 （調職） 91.05.20 調任花蓮地方法院檢

查署會計室書記官 
王嘉陳 助理職務代理人 （約用期滿解

約） 
  

鄭明欽 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研究員兼課長 91.06.01  
簡煌銘 總務室主任 行政室主任 91.05.02  
林聰興 股長 專員 91.05.02  
蔡芳慧 股長 專員 91.05.02  
周明和 助理研究員 副研究員 91.05.02  
潘昶儒 助理 助理研究員 91.05.02  
劉啟祥 助理 助理研究員 91.05.02  
張聖顯 助理 助理研究員 91.05.02  
陳季呈 助理 助理研究員 9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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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安隆 助理 助理研究員 91.05.02  
林文華 助理 助理研究員 91.05.02  
陳忠明 助理 技佐 91.05.02  
沈聰明 助理 技佐 91.05.02  
邱澄文 助理 技佐 91.05.02  
蔡月夏 助理 技佐 91.05.02  

八、九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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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主任 葉豐福 主辦政風業務 
行政室主任 簡煌銘 主辦總務業務 
專員 林聰與 承辦事務業務 
專員 蔡芳慧 承辦文書業務 
課員 王貴美 協辦會計業務 
課員 黃得時 辦理財產管理業務 
課員 潘麗卿 辦理出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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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李超運 水稻品種改良及主持研究室業務 
助理研究員 宣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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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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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全中和 蔬菜品種及栽培改良 
副研究員 劉昭雄 果樹栽培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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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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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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肥料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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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肥料試驗研究 
助理研究員 邱安隆 作物病蟲害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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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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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妙娟 綜理推廣課業務 
副研究員 劉瑋婷 農業資訊及農業經營 
助理研究員 鄭 仲 農業經營及推廣期刊編輯發行 
技佐 陳忠明 視聽教材製作 
技佐 沈聰明 推廣及農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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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