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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及出版 
保健及藥用植物產業發展研討會 

時間：94年3月2日   地點：本場大禮堂 

時    間 議                    程 引言人或演講人 

09:00~10:00 報到  

10:00~10:15 開幕式  

09:50~10:10 大會合照  

 第一節 專題演講 陳榮五場長 

10:30~12:00 臺灣中西草藥發展良機 加拿大農部太平洋區農業與食品

研究中心研究員勵鑫齋博士 

 第二節 專題演講 陳裕星博士 

13:10~14:05 生物製藥在臺灣的發展與展望 藥之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佘金和總經理 

 第三節 專題演講 柯逢年博士 

14:05~15:00 
健康食品的概況與發展趨勢 

財團法人工業研究所醫工程中心

醫藥技術組李連滋組長 

 第四節 專題演講 李連滋組長 

15:00~15:55 中草藥利基性產品的研究與開發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科技研發處副處長柯逢年博士 

 第五節 專題演講 洪梅珠博士 

15:55~16:50 
香草植物產業在臺灣的發展現況與展望 

奇香妙草國際有限公司 

洪奇妙總經理 

15:55~16:30 第六節 綜合討論 

主持人: 陳榮五場長暨全體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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梨栽培管理技術研討會 
時間：94年5月10日~11曰  地點：本場大禮堂 

時間 題目 主講人 

第一天：5 月 10 日(星期二) 

0900-0930 報到 報到組 

09:30-09:50 開幕式長官與來賓致詞 陳榮五場長 

09:50-10:00 團體照 陳榮五場長 

第一節：產銷現況與發展 

10:20-10:45 梨產業現況與發展策略 農糧署劉方梅 

10:45-11:10 臺灣梨產業分析 臺中場林月金 

11:10-11:35 臺灣梨栽培技術之發展 臺中場廖萬正 

11:35-12:00 梨產業發展趨勢 農試所施昭彰 

第二節：育種及栽培管理技術 

13:30-13:55 梨臺中一號及二號之育成 臺中場廖萬正 

13:55-14:20 梨臺農三號之育成及未來育種方向 農試所施昭彰 

14:20-14:45 梨生產模式之探討 興大倪正柱 

14:45-15:10 高接梨嫁接期之研究 臺東場盧柏松 

第三節：栽培管理技術 

15:30-15:55 高接梨之垣籬式整枝 臺大鄭正勇 

15:55-16:20 高接梨－豆籬栽培模式研究 興大李哲維 

16:20-16:45 促進高接梨著果技術之探討 桃園場阮素芬 

16:45-17:10 高接梨蜜蜂授粉技術之研究 苗栗場吳輝虎 

第二天：5 月 11 日(星期三) 

第四節：病害管理 

08:20-08:45 梨葉綠焦枯病病菌鑑定與系統性分類 藥試所蘇秋竹 

08:45-09:10 梨病害綜合管理 藥試所楊秀珠 

09:10-09:35 梨主要病害之發生生態及防治 臺中場黃秀華 

09:35-10:00 梨躍龍門－健康管理 環球技術學院林信山 

第五節：蟲害及營養管理 

10:20-10:45 中國梨木蝨之生態及防治 臺中場王文哲 

10:45-11:10 梨害蟲綜合管理 臺中場王文哲 

11:10-11:35 梨樹樹體營養需求 興大黃裕銘 

11:35-12:00 梨合理化施肥 臺中場賴文龍 

第六節：生理及採後處理 

13:30-13:55 梨樹休眠生理 明道管理學院陳中 

13:55-14:20 梨蜜症發生的生理與預防對策 苗栗場劉雲聰 

14:20-14:45 採收後 ‘新雪’ 梨果皮黑變之研究 宜大郭純德 

14:45-15:10 梨採後處理技術 興大謝慶昌 

15:30-16:00 第七節：綜合討論 

陳場長榮五、各節次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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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農業生產體系』研討會 
時間：94年6月24日  地點：本場大禮堂 

時間 題目 主講人 

0900-0930 報名及領取資料 

0930-1000 開幕及長官致詞 

1000-1030 酒會 

第一節：安全農業策略與規劃  主持人：謝教授順景 

1030-1100 建構安全農業產銷體系 廖處長安定 

1100-1130 建立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紀錄制度 胡科長忠一 

1130-1200 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度及展望 陳副署長文德 

1200-1320 午餐時間 

第二節：安全作物生產體系之建構  主持人：陳副署長文德 

1320-1345 優質安全葡萄生產體系 張課長致盛 

1345-1410 優質安全保健植物生產體系 張隆仁博士 

1410-1435 有機葉菜類生產模式建立 蔡宜峰博士 

1435-1500 優質安全良質米生產體系 李健捀博士 

1500-1520 休息時間 

第三節：安全農產品之產銷實務  主持人：李組長蒼郎 

1520-1530 安全稻米產銷實務 金墩實業公司 邱信行先生 

1530-1540 安全葡萄之生產 新社葡萄班 張國興班長 

1540-1550 有機蔬菜產銷實務 臺盛農場 詹仁銓先生 

1550-1600 保健植物產銷實務 有容農場 潘景煌先生 

1600-1610 安全農業肥料資材 福壽實業公司 張忠賀先生 

1610-1640 第四節：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場長榮五、謝教授順景 

                          陳副署長文德、李組長蒼郎 

 

學術研討會 
主講人 日期 題      目 

林如森 94.03.30 媒體特性與採訪寫作－以生態保育議題為例 

邱禮弘 94.04.18 嫁接番木瓜之生長特性及結果生理之研究 

張隆仁 94.04.18 蕎麥農藝特性及芸香苷含量變異之研究 

蘇信榮 94.04.29 肝癌的防與治 

許志聖 94.05.16 水稻穗部特性與米質關係之研究 

白桂芳 94.05.16 卵形捕植蟎與銀葉粉蝨在胡瓜上之族群互動 

李健捀 94.06.20 有機質肥料對土壤及水稻生育之影響 

賴文龍 94.06.20 甜柿肥培管理之研究 

楊曜榮、陳道聰 94.07.11 無線感應網及射頻辨識系統在農業生產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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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榮祥 94.07.11 垃圾郵件管理系統操作說明 

張致盛 94.07.18 巨峰葡萄植株生長與樹體活力之關係 

魏芳明 94.07.18 菊花γ-射線突變育種 

王文哲 94.08.15 食物引誘劑及南瓜萃取物對瓜實蠅之引誘 

王旭統 94.11.25 策略性人力應用與行政院組織改造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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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期 92 年 3 月 中部地區玫瑰癌腫病之發生調查與防治 劉興隆、謝正雄 1-11

  生食紅甘蔗臺中 1 號之育成 曾勝雄、沈 勳

陳裕星 

13-21

  青蒜品種高冷地生育適應性之研究 蕭政弘、郭俊毅 23-36

  文心蘭蒴果和胚的成熟度對種子發芽之影響 易美秀、王才義

蔡宛育 

37-45

  極早熟品種臺中 191 號的育成 楊嘉凌、許志聖

張素貞 

47-62

  有機追肥施用時期對水稻產量之影響 李健捀、陳榮五

蔡宜峰 

63-77

第 87 期 92 年 6 月 落花生新品種臺中 1 號之育成 張隆仁、洪梅珠

沈勳、黃勝忠 

1-16

  落花生新品種臺中 2 號之育成 張隆仁、洪梅珠

沈勳、黃勝忠 

17-32

  幾種瓶插液對菊花切花觀賞壽命及碳水化合物變

化之影響 

許謙信、陳彥睿 33-45

  綠肥青皮豆對於不同耕種方式的二期稻作產量與

米質之影響 

許愛娜、蔡宜峰

張隆仁 

47-63

  整枝方式對番茄產量與果實品質之影響 戴振洋、陳榮五 65-74

  極早生菜豆臺中二號之育成 郭孚燿 75-86

第 88 期 92 年 9 月 早熟糯稻臺稉糯 5 號之育成與推廣 許志聖、張素貞

陳隆澤、陳一心 

1-17

  菊花之葉、莖、花間之供源積儲關係及其對切花葉

片老化之影響 

許謙信 19-30

  有機肥料應用於介質耕玫瑰栽培之效應 蔡宜峰、陳俊位

陳彥睿 

31-40

  低溫處理對第一收巨峰葡萄生長之影響 張致盛、楊耀祥 41-50

  梨臺中 3 號晶翠梨之育成 廖萬正 51-59

  保健植物山防風免疫調節之研究 郭肇凱、許輔 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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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期 92年 12月 萵苣萎凋病菌 fmk1 基因突變菌株之篩選 洪爭坊 1-9

  不織布資材應用於水果套袋之研究 張林仁、張致盛 11-17

  夏季遮陰栽培對唐菖蒲切花品質之影響 蔡宛育、易美秀 19-29

  有機追肥施用時期對稻米品質之影響 李健捀、陳榮五

陳世雄、蔡宜峰 

31-43

  水稻穗部性狀的研究(1)品種間穗部性狀與稻米品

質變異的初步研究 

許志聖、白 鏹

葉茂生 

45-65

  溶劑萃取果樹葉片葉綠素之研究 張致盛、張林仁 67-75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期別 刊  名 主  編 出版日期

特刊 72 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九十三年度試驗研究暨推廣成

果海報展示論文摘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94 年 01 月

特刊 73 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九十三年度試驗研究暨推廣學

術研討會報告摘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94 年 03 月

特刊 74 號 臺中地區農業推廣文彙 張惠真 94 年 10 月

特刊 75 號 梨栽培管理技術研討會專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94 年 12 月

特刊 76 號 農業經營管理專輯 林月金、陳世芳、

戴登燦 

94 年 11 月

特刊 77 號 農業經營診斷專輯 林月金、陳世芳、

戴登燦 

94 年 11 月

特刊 78 號 94 年臺中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烹藝競賽食譜 張惠真 94 年 11 月

特刊 79 號 吉祥花卉－唐菖蒲 陳榮五、蔡宛育 94 年 12 月

 

臺中區農情月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六十五期 94 年 1 月 生物性堆肥應用在草莓之效益及田間觀摩會記實 蔡宜峰、陳俊位

  茄子合理化施肥 賴文龍 

  稻米生產新措施－稻米產銷專業區的設立 編輯室 

  菊花之分級實例及檢討 許謙信、陳彥睿

吳素卿 

第六十六期 94 年 2 月 晚種早收大蒜有撇步，本場舉辦「大蒜促成栽培成果

田間示範觀摩會」 

黃麗滿、陳俊位

  綠色蔬菜之翠玉－菜用蘿蔔臺中 1 號之育成 戴振洋、郭俊毅

  甜柿肥培管理技術 賴文龍、黃裕銘

第六十七期 94 年 3 月 葡萄酒品質特性與官能品評 林新強、陳裕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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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食紅甘蔗新品種－臺中一號品種特性及栽培法說

明會 

黃麗滿、陳俊位

  大蒜促成栽培 蕭政弘、郭俊毅

第六十八期 94 年 4 月 用愛心與關心，織出一片花海，本場與南投啓智教養

院辦理「景觀植物、芽菜生產及有機蔬果廚餘堆肥製

作示範觀摩會」 

黃麗滿、陳俊位

  釀酒菌種－酵母的篩選與鑑定 陳裕星、洪梅珠

  改善枇杷生育管理提昇果實品質 張林仁 

  改良式玫瑰花撚枝栽培技術 陳彥睿、蔡宜峰

第六十九期 94 年 5 月 本場辦理「新型生物性堆肥及改良式撚枝栽培應用在

介質耕玫瑰之效益觀摩會」 

黃麗滿、陳俊位

  百合葉燒之研究 易美秀、陳榮五

  黑角舞蛾發生與防治 葉士財 

  九十四年度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1)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國產優良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作業須知 編輯室 

第七十期 94 年 6 月 本場舉辦「梨栽培管理技術研討會」－促進梨產業再

精進 

黃麗滿、陳俊位

  嘉寶果的栽培管理 胡正榮 

  葡萄宅配行銷現況與成本收益分析 陳世芳 

  新社鄉農會虹溪葡萄通過品質認證 陳世芳 

  九十四年度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2)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第七十一期 94 年 7 月 本場辦理夏季「安全農業生產體系研討會」、「優質

安全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及「場區開放活動」報導 

黃麗滿、陳俊位

  青蒜主要品種高冷地冬春作適應性與品質評估 蕭政弘 

  葉用豌豆新品種臺中 15 號之技術移轉 郭俊毅 

  產學合作研發的新保健產品－香蜂草袋茶、沐浴包、

SPA 精油、純露及面膜 

張隆仁、邱建中

陳榮五 

  梨新品種臺中 1 號－福來梨、梨新品種臺中 2 號－晶

圓梨 

廖萬正 

  對國親兩黨農業訪問團赴中國洽談水果農委會重申

政府立場 

編輯室 

  九十四年度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3)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第七十二期 94 年 8 月 遮蔭栽培，提升夏季唐菖蒲產值，本場辦理「唐菖蒲

夏季遮蔭栽培技術成果田間觀摩會」 

黃麗滿、陳俊位

  彰化花市承銷商對菊花分級包裝及採後處理之看法 許謙信、黃素青

  從甜柿葉片看營養狀態 賴文龍、黃裕銘

  淺談綠肥栽培之利用 賴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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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田使用生鮮農畜廢棄物將危害土壤與環境，使用腐

熟堆肥有機質肥料則能增進土壤肥力 

編輯室 

第七十三期 94 年 9 月 技術創新，薏苡產量創新高，本場辦理「薏苡產銷改

進成果觀摩會」 

黃麗滿、陳俊位

  臺灣農產品外銷大陸策略 編輯室 

  唐菖蒲夏季遮蔭栽培技術 蔡宛育 

  果園土壤周年覆蓋綠肥作物栽培示範觀摩成效深受

果農肯定 

賴文龍 

  九十四年度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4)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休耕田綠肥作物栽培利用 賴文龍 

  農委會回應大陸片面宣布 15 項水果零關稅措施 編輯室 

第七十四期 94年 10月 梨新品種臺中 3 號－晶翠梨簡介 廖萬正 

  九十四年度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5)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番石榴病害管理 葉士財 

  吃出更健康－真菌免疫調節蛋白 郭肇凱、張隆仁

  山藥病蟲害發生與防治 陳啟吉 

第七十五期 94年 11月 發揚地方產業飲食文化，帶動休閒農業發展－本場辦

理地方料理 

張惠真 

  九十四年度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6)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產學合作產品介紹－錦早米與錦賀禮盒 許志聖、呂坤泉

陳榮五 

  國產米外銷日本的品質優勢 洪梅珠 

  薏苡高產栽培技術 曾勝雄、陳榮五

陳俊位 

  消費者延長菊花切花觀賞壽命之簡易方法 許謙信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提高為每月 5,000 元，嘉惠全國農

漁民 

編輯室 

第七十六期 94年 12月 本場辦理「優質安全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秋季開

放日活動」活動記實 

黃麗滿、陳俊位

  九十四年度臺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7) 鍾維榮、戴登燦

陳世芳 

  香蜂草產學合作研發產品 編輯室 

  裡作綠肥作物栽培利用 賴文龍 

  彰化地區番石榴品評性狀分析 戴登燦 

  加強辦理農業貸款方案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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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期 94 年 3 月 科技創新移轉有成，本場舉辦年終成果發表會 黃麗滿、陳俊位 

  綠色蔬菜之翠玉－葉用蘿蔔臺中一號之育成 戴振洋、郭俊毅 

  葉用豌豆新品種－臺中十五號 郭俊毅 

  菜豆新品種臺中二號－扁珍 郭孚燿 

  長豇豆栽培新技術 郭俊毅 

  大蒜促成栽培管理技術 蕭政弘 

第四十九期 94 年 6 月 梨栽培管理技術研討會 黃麗滿、陳俊位 

  淺談專利權與本場專利辦理情形 呂坤泉 

  梨臺中 2 號晶圓梨介紹 廖萬正 

  果園用乘坐式多功能割草機 田雲生、龍國維 

  釀酒用酵母菌的篩選與基本釀酒特性分析 陳裕星、林秀儒 

  作物種苗抗病性與抗逆境力檢測裝置 陳裕星、洪爭坊 

  葉用豌豆新品種臺中 15 號之技術移轉 郭俊毅 

  產學合作研發的新保健產品－香蜂草袋茶、沐浴

包、SPA 精油、純露及面膜 

張隆仁、邱建中、

陳榮五 

  廚餘堆肥菌種 蔡宜峰、張正英、

陳俊位 

第五十期 94 年 9 月 本場辦理夏季「安全農業生產體系研討會」、「優

質安全試驗研究及推果」及「場區開放活動」報導 

黃麗滿、陳俊位 

  美味壽司米飯的製作與利用 許愛娜 

  稻米品質要項與其影響因素 許愛娜 

  進口米與國產米的比較 洪梅珠 

  提升稻米食味品質策略 洪梅珠 

  產學合作計畫與技術轉移之產品「釀製米酒用菌粉

包」 

陳裕星、洪梅珠 

  水稻的栽培生態分類與稻米市場分類 呂坤泉、許志聖、

楊嘉凌 

第五十一期 94年 12月 本場辦理「優質安全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秋季

開放日活動」活動記實 

黃麗滿、陳俊位 

  臺灣番石榴產業分析 林月金、高德錚 

  彰化地區番石榴品評性狀分析 戴登燦 

  優質番石榴栽培管理 張林仁 

  番石榴病害管理 葉士財 

  優質番石榴土壤肥培管理與診斷 陳鴻堂 

  優質番石榴果園土壤採樣技術 陳鴻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