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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及出版 
臺中地區執行安全農業成果研討會 

時間：95年6月23日   地點：本場大禮堂 

時    間 議                    程 引言人或演講人 

09:00~09:30 報名及領取資料  

09:30~10:00 開幕及來賓致詞  

10:00~10:30 酒會  

10:30~11:00 安全農業發展策略 陳副組長漢洋 

11:00~11:10 薏苡生產履歷之應用 曾研究員勝雄 

11:10~11:20 葡萄生產履歷之應用 張課長致盛 

11:20~11:30 番石榴生產履歷之應用 張助理研究員林仁 

11:30~11:40 番茄生產履歷之應用 戴助理研究員振洋 

11:40~11:50 水稻安全生產技術之應用 李副研究員健捀 

11:50~12:00 日本農藥殘留檢驗新制介紹 白副研究員桂芳 

 
新農業運動成果發表會 
時間：95年12月22日   地點：本場大禮堂 

時    間 議                    程 引言人或演講人 

09:00~09:30 報名及領取資料  

09:30~10:00 開幕及來賓致詞(場長致詞、控制時間)  

10:00~10:30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及推動現況 農糧署許漢卿主任秘書 

10:30~11:00 農業科技研發新品種新技術及產學合作成果

發表 

作物改良課李健捀副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邱禮弘副研究員 

11:00~11:20 番茄生產履歷登錄經驗分享 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林榮燦經

理 

11:20~11:40 
番石榴生產履歷登錄經驗分享 

彰化縣溪州鄉番石榴產銷班第十

五班鄭富雄班長 

11:40~12:00 梨生產履歷登錄經驗分享 
臺中縣霧峰鄉梨產銷班第一班董

奇松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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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專題報告及專題演講) 
主講人 日期 題      目 

陳建成、王麗貞 95.02.27 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 

李昌麟 95.03.06 憲政改革 

胡忠一 95.03.16 Long Stay 與休閒農業之展望 

王惠玲 95.03.20 農業技術專利申請實務與案例解說 

張正英、呂坤泉、

蕭政弘 

95.04.10 
農業科技研發與智慧財產權 

程曦華 95.04.24 全民國防教育 

許志聖 95.05.08 以葉齡指數為基準的水稻栽培管理 

曾勝雄 95.05.08 提昇國產薏苡競爭力之產銷體系建立 

何榮祥 95.05.08 垃圾郵件管理與設定 

呂守箴 95.05.15 探討使用者端的資訊安全實務案例分析：郵件詐騙與網路釣

魚網站 

廖萬正 95.05.22 梨新品種臺中 3 號晶翠梨之育成 

蕭政弘 95.06.12 大蒜活性成分之分析與應用 

許謙信 95.07.10 利用葉綠素計及屈光度計估量菊花葉片品質 

陳盈君 95.07.10 蘭花基因轉殖研究現況 

魏芳明 95.08.14 荷蘭花卉產業概況 

林大淵 95.08.14 作物冠層結構分析在害蟲管理之應用 

葉士財 95.09.11 八卦山地區黑角舞蛾之發生趨勢與預測 

蔡宜峰 95.09.11 生物性堆肥之開發與應用 

林文燦 95.10.23 行政機關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制度 

陳世芳 95.10.30 農產品生產履歷制度之探討 

 
出版書刊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季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者 頁數

第 90 期 95 年 3 月 從整合鄉村社區資源探討發展社區型休閒農業可

行性之研究 

張惠真 1-10

  二林地區林姓釀酒葡萄農經營農村酒莊之個案研究 陳世芳 11-21

  楊桃細菌性斑點病在彰化地區之分佈與週年消長 葉士財 23-31

  漂白水及蔗糖改善向日葵及金魚草切花觀賞品質 許謙信 33-40

  山防風水萃物對小鼠體內免疫調節之研究 郭肇凱 41-50

  山藥優美藺葉蜂之生活史及藥劑防治試驗 陳啟吉 51-57

第 91 期 95 年 6 月 西瓜銀斑病毒病在冬瓜上之發生生態 陳慶忠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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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引進藥用植物 VUKA (Mondia whitei L.)對小鼠

餵飼之安全性評估 

郭肇凱 21-29

  瘤野螟族群消長、防治適期及水稻品種抗性 廖君達 31-38

  米粒外觀特徵檢測機研製 何榮祥 39-47

  乘坐式多功能果園割草機之研製 田雲生 49-58

  中部地區洋桔梗害蟲種類調查及其防治研究 王文哲 59-64

第 92 期 95 年 9 月 香菜細菌性葉枯病之發生與防治 劉興隆 1-10

  卵形捕植蟎在胡瓜田之族群動態 白桂芳 11-21

  有機質肥料對彩色海芋生長之影響研究 蔡宜峰、陳俊位 23-33

  中部地區彩色海芋病毒病害發生調查及一種新

Tospovirus 之分離 

陳慶忠、柯文華

葉士財 

35-46

  長糯米品種臺中秈糯 2 號的育成 楊嘉凌 47-62

  小型電動噴霧機具及霧粒附著影像分析之研究 陳令錫、朱峻民

林聖泉 

63-74

第 93 期 95年 12月 新引進藥用植物之活性分析初步研究 郭肇凱、張隆仁

楊豐旭、許輔、

陳榮五 

1-14 

  齒舌蘭輪斑病毒及蕙蘭嵌紋病毒感染蝴蝶蘭之病

徵學及細胞病理學探討 

陳慶忠、陳煜焜

柯文華、葉士財 

15-28

  葉用蘿蔔新品種”台中 1 號”之育成 戴振洋、郭俊毅 29-40

  八卦上地區黑角舞蛾之生物學特性 葉士財、廖君達

陳慶忠、柯文華 

41-54

  自動土壤取樣及檢試車取土系統之研究 龍國維、田雲生

謝禮丞、游正豪

張旭志 

55-70

  施用溶磷菌與根瘤菌複合菌、氮肥及磷肥對落花生

生長效應之研究 

賴文龍、蔡宜峯 71-79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期別 刊  名 主  編 出版日期

特刊 80 號 安全農業生產體系研討會專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95 年 05 月

 

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 

期  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 169 期 95 年 4 月 蔬菜新品種及栽培技術 戴振洋、郭俊毅、郭孚耀、陳俊位、王文哲

第 170 期 95 年 12 月 有機營養液菌肥之功效 陳俊位、高德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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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農情月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七十七期 95 年 1 月 94 年度全國及臺中區績優農業產銷班表揚 黃麗滿、賴俊昌

  本場表揚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烹藝競賽優勝者 黃麗滿、賴俊昌

  臺中市花卉產銷班第三班簡介 戴登燦、陳俊位

  老農津貼每月 5,000 元，提早農曆過年前發放 編輯室 

  農委會產學合作計畫納入業者自創技術，加速技術商

品化 

編輯室 

  針對 WTO 香港部長宣言對我國農業之影響－農民可

能關切之議題與答覆(1) 

編輯室 

  上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查有身份證的農產品 陳世芳 

  育苗箱處理防治本田水稻病蟲害 廖君達 

第七十八期 95 年 2 月 主任委員就職記者會致詞 編輯室 

  藍空下的劍客—迷你劍蘭 蔡宛育 

  草屯的薏苡仁已栽培成功 黃麗滿、孫培賢

  參訪位於日本 有名良質米產區的新潟縣農會 洪梅珠、黃秋蘭

  國姓鄉試種印度棗成功－本場舉開栽培觀摩會 黃麗滿、孫培賢

  績優產銷班－臺中縣新社鄉蔬菜產銷班第一班簡介 戴登燦 

第七十九期 95 年 3 月 95 年神農獎得主名單出爐!本場轄區成果亮麗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家婦女特訪 邱阿勤、張惠真

  針對 WTO 香港部長宣言對我國農業之影響－農民可

能關切之議題與答覆(II) 

編輯室 

  黑角舞蛾之生態與發生情形 葉士財 

  黑角舞之防治方法 葉士財 

第八十期 95 年 4 月 馬鈴薯園的土壤改良利器—應用生物性堆肥增進馬

鈴薯生長與品質 

黃麗滿、陳俊位

  賞花採果、品酒探人文二林休閒趣 陳采晴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 黃麗滿、陳俊位

  花椰菜與甘藍菜之機能性成份及功效 郭肇凱、張隆仁

  輔導縣市農地資源空間之整體規劃，強化農地利用管

理 

編輯室 

  針對 WTO 香港部長宣言對我國農業之影響－農民可

能關切之議題與答覆(III) 

編輯室 

第八十一期 95 年 5 月 「臺灣好米-自然的 好」－創建優質安全良質米生產

技術 

黃麗滿、孫培賢

  九十四年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VIII)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新型牛糞堆肥介質製作方法之技術移轉案例 蔡宜峰、陳俊位

  針對 WTO 香港部長宣言對我國農業之影響－農民可

能關切之議題與答覆(IV) 

編輯室 

  建立全民共識，穩健發展 Long-stay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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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樹冠層結構分析於蟲害防治之應用 林大淵 

  保健植物山防風調節免疫力 郭肇凱 

第八十二期 95 年 6 月 主委蘇嘉全先生蒞場視察業務 陳俊位 

  育成蔬菜新品種－葉用蘿蔔臺中 1 號、油菜臺中 3 號

─金寶、菜豆臺中 2 號及 3 號上市 

陳俊位 

  九十四年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IX)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延長切花瓶插壽命的十字路口 許謙信 

  日本實施農藥殘留檢驗新制我國政府因應措施 編輯室 

  輸日葡萄病蟲害防治用農藥參考基準 編輯室 

  日本稻米的消費趨勢 洪梅珠 

  木瓜黑腐病在中部地區首度發生 劉興隆 

第八十三期 95 年 7 月 「新農業運動」啟動，臺灣農業亮起來 編輯室 

  輸日木瓜病蟲害防治用農藥參考基準 編輯室 

  請勿種植基因轉殖木瓜，以免受罰 陳盈君 

  九十四年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X)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臺中區魅力農業成果開放日活動」熱情登場 黃麗滿、陳俊位

  玫瑰花農新利器–保鮮預措劑延長玫瑰切花壽命 黃麗滿、孫培賢

  葡萄園的土壤改良利器～應用生物性堆肥增進葡萄

生長與品質 

黃麗滿、陳俊位

  適合外銷日本的稻米種類 洪梅珠 

第八十四期 95 年 8 月 新農業運動，漂鳥營展翼 編輯室 

  九十四年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XI)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新農業運動，臺灣農業亮起來 編輯室 

  運用生物技術之抗蟲新策略 楊祐俊、張隆仁

  淺談酵素 洪爭坊、郭肇凱

張正英 

第八十五期 95 年 9 月 傾聽基層心聲主委與本場轄區農會總幹事座談 錢恆雪、陳世芳

  九十四年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XII)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中草藥抗癌新契機 郭肇凱、張隆仁

  認識小包裝米標示 洪梅珠 

  埔里地區茭白作物之肥培 賴文龍 

  新農業運動~漂鳥營「白鷺營」成功飛翔~漂鳥營 築

巢心 留鳥情 體驗營 農業心 鄉土情~ 

陳采晴 

第八十六期 95年 10月 Bio 2006 臺灣生技展參展紀實 陳盈君、郭肇凱

楊祐俊、洪爭坊

張隆仁 

  臺灣第一個無筋絲粉豆－菜豆新品種臺中 3 號 郭孚燿 

  保健食品知多少 郭肇凱、張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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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經典系列選拔活動」首部曲～「十大經典農漁

村選拔」活動開跑－魅力農村，10 在美麗！ 

編輯室 

  漂鳥展翅白鷺高歌，臺中場漂鳥營活動花絮 錢恆雪、陳俊位

第八十七期 95年 11月 農民的桂冠～「2006 年十大經典神農選拔」即將登場 編輯室 

  95 年度番石榴評鑑圓滿成功 陳采晴 

  蔬菜中新的黃金寶貝誕生了"金寶－臺中 3 號"之育成 戴振洋、郭俊毅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管理作業要點 農委會函 

第八十八期 95年 12月 速效提升酸性果園土壤酸鹼度技術田間觀摩會 邱禮弘 

  大莢大粒落花生新品種臺中一號與臺中二號 張隆仁 

  蕎麥臺中二號特性介紹 曾勝雄 

  薏苡臺中二號特性介紹 曾勝雄 

 

臺中區農業專訊(季刊) 

期  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五十二期 95 年 3 月 95 年神農獎得主名單出爐！本場轄區人才輩出 編輯室 

  主任委員就職記者會致詞稿 編輯室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方世文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茆聰富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陳慶輝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周俊麟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林宗亮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羅阿森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江再郎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曾高彬 黃麗滿、陳俊位

  95 年臺中區神農獎－傑出農家婦女特訪 邱阿勤、張惠真

  績優產銷班～臺中縣新社鄉蔬菜產銷班第一班簡介 戴登燦 

  績優產銷班～臺中市花卉產銷班第三班簡介 戴登燦 

  績優產銷班～名間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十班重要事

蹟 

戴登燦 

第五十三期 95 年 6 月 番石榴、番茄及釋迦都是很好的水果－做為拜拜祭

品有何不可？ 

陳榮五 

  臺中地區農產品生產履歷紀錄示範計畫執行現況 陳世芳 

  農委會也替“番茄”換新“身份證”了 戴振洋 

  如何提高葡萄生產的品質及安全 胡正榮、張致盛

邱禮弘、白桂芳

劉興隆、戴登燦

  如何提高薏苡產量、品質及安全 曾勝雄、陳世芳

黃秀華、邱禮弘

黃穎捷 

  日本實施農藥殘留檢驗新制我國政府因應措施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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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日葡萄病蟲害防治用農藥參考基準 編輯室 

第五十四期 95 年 9 月 傾聽基層心聲－主委與本場轄區農會總幹事座談 錢恆雪、陳世芳

  新農業運動 臺灣農業亮起來 編輯室 

  新農業運動~漂鳥營「白鷺營」成功飛翔~漂鳥營 築

巢心 留鳥情 體驗營 農業心 鄉土情~ 

陳采晴 

  有機葉菜類標準生產模式之建立 蔡宜峰、戴振洋

  優質安全水稻生產技術之應用 李健捀 

  透過良好農業規範(TGAP)生產安全、安心之梨 黃穎捷、廖萬正

賴文龍、王文哲

黃秀華 

  做好生產履歷提高番石榴的品質及安全 張林仁、陳鴻堂

葉士財、陳世芳

孫培賢 

  茭白筍田之吃螺高手--菜鴨 羅英妃 

第五十五期 95年 12月 豐產良質長糯米新品種臺中秈糯 2 號 楊嘉凌 

  淺談農業技術移轉與本場辦理情形 呂坤泉 

  梨新品種臺中 2 號晶圓梨 廖萬正 

  梨新品種臺中 3 號晶翠梨 廖萬正 

  葉用豌豆新品種臺中 15 號(綠寶)種子生產技術 郭俊毅 

  葉用蘿蔔臺中 1 號 戴振洋、郭俊毅

  菊花新品種－臺中二號;紅艷 許謙信 

  生食紅甘蔗臺中 1 號(紅紫玉) 曾勝雄、沈 勳、

陳裕星 

  作物種苗抗病性與抗逆境力檢測裝置 洪爭坊、陳裕星

  高優質釀造米酒用酒麴 洪爭坊、陳裕星

秦立德、洪梅珠

  開發新型生物性堆肥之木黴菌菌種(TCT301) 蔡宜峰、陳俊位

  開發新型生物性堆肥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種

(TCB428) 

蔡宜峰、陳俊位

  開發新型生物性牛糞堆肥製作方法 蔡宜峰、陳俊位

  菊花育苗期土壤傳播性病害綜合防治技術 劉興隆 

  技術移轉的新保健產品－香蜂草袋茶、沐浴包、SPA

精油、純露及面膜 

張隆仁、陳榮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