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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及出版 
葡萄栽培技術研討會 
時間：92年7月4日   地點：本場大禮堂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或演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長官與來賓致詞  

09:20~09:30 團體照  

 第一節 產業發展與沿革 本場陳榮五場長 

09:35~09:55 葡萄產業現況與輔導策略 農委會連忠勇 

09:55~10:25 葡萄產業沿革與栽培技術之發展 本場林嘉興 

 第二節 育種與栽培技術 農委會梁淑嫻科長 

10:40~11:00 臺灣鮮食葡萄之育種 農試所歐錫坤 

11:00~11:20 臺灣葡萄生產產期調節技術 本場張致盛 

11:20~11:40 微生物肥料在葡萄栽培的利用 中興大學楊秋忠 

11:40~12:00 葡萄根系生長與管理 本場張致盛 

 第三節 病蟲害管理技術 本場陳慶忠課長 

13:30~13:50 葡萄線蟲病害及防治 中興大學蔡東篡 

13:50~14:10 臺灣葡萄病毒病害之現況及防治 種苗場楊佐琦 

14:10~14:30 葡萄健康苗生產利用 中興大學徐思東 

14:30~14:50 葡萄病害整合性管理技術 本場黃秀華 

14:50~15:10 葡萄主要害蟲之生態及其綜合管理 苗栗場章加寶 

 第四節 品質改進與產銷經營 中興大學楊耀祥主任 

15:30~15:45 由歷年葡萄競賽與評鑑看品質之提昇 本場張致盛 

15:45~16:00 輸日葡萄實務與展望 卓蘭鎮詹光榮 

16:00~16:15 高品質巨峰葡萄栽培經驗談 大村鄉黃金水 

16:15~16:30 蜜紅葡萄栽培經驗談 埔心鄉黃政行 

16:30~16:45 泰國栽培葡萄經驗談 信義鄉邱豐舜 

16:50~17:30 第五節 綜合討論 

主持人: 陳榮五、楊耀祥、楊秋忠、梁淑嫻、林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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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主講人 日期 題      目 

戴振洋 92.03.10 從番茄尻腐病談鈣的吸收與運移 

張林仁 92.03.10 受粉後花的發育 

李健捀 92.03.17 環境因子對滿江紅生長之影響 

高德錚 92.03.17 西非稻作發展現況 

方敏男 92.03.24 大螟生態及危害水稻特性 

秦立德 92.03.24 植物專利與專利檢索 

陳勵勤 92.03.31 生態旅遊之簡介 

林再發 92.03.31 臺農 71 號香味導入秈稻之遺傳育種研究 

陳志清 92.04.14 公務人員的法律常識 

黃穎捷 92.04.21 海峽兩岸農業交流 

蔡宜峰 92.04.21 塞內加爾有機資材利用現況及潛力 

蕭政弘 92.04.28 世界大蒜產業現況與近口蒜辨別 

鍾維榮 92.04.28 健康檢查解讀 

黃德昌 92.05.05 植物防檢疫國際規範及有害生物風險分析 

楊嘉凌 92.05.12 水稻穀粒礦物質含量的分布與變異 

張致盛 92.05.12 水果酒的介紹 

張惠真 92.05.19 認識肥胖 

洪梅珠 92.05.19 國產米與進口米 

白桂芳 92.05.26 寄生蜂防治粉蝨之概況 

趙佳鴻 92.05.26 防治植物病毒病害之策略－交互保護 

魏芳明 92.06.09 作物缺水逆境 

呂坤泉 92.06.09 美國稻米產銷 

郭俊毅 92.06.16 影響蔬菜品質之採前因素 

黃勝忠 92.06.16 紐西蘭花卉產業之發展 

劉興隆 92.06.23 作物細菌性病害用抗生素之現況及問題 

陳俊位 92.06.30 生物晶片之發展現況及在農業上之應用 

陳鴻堂 92.06.30 石灰質土壤之養分管理研究 

陳慶忠 92.07.14 梨衰弱病及梨木蝨之發生現況 

許謙信 92.07.21 菊花電照之電燈架設法 

陳彥睿 92.07.28 參觀荷蘭花卉產業之感想 

蔡新聲 92.08.04 珍稀藥用植物的組織培養技術 

林月金 92.08.11 臺灣甜柿之產銷 

林秀儒 92.08.11 葡萄酒發酵之酵母菌類 

林金樹 92.08.11 稻熱病發生概況與防治 

陳世芳 92.08.18 農產品宅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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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日期 題      目 

葉士財 92.08.18 以演化過程探討植食性昆蟲禦敵方式與寄主的關係 

戴登燦 92.08.25 農業資訊化－以產銷班經營管理系統為例 

許愛娜 92.08.25 18℃米飯調製品之微生物品質 

陳令錫 92.09.08 另一種能源：燃料電池簡介 

林天枝 92.09.08 蛇麻花栽培與利用 

張隆仁 92.09.15 保健植物小白菊的栽培及應用 

黃秀華 92.09.15 土壤水分潛勢與作物病害之關係 

郭孚燿 92.09.22 紫外線與生物產業 

沈 勳 92.09.22 淺談冷凍外銷原料毛豆契作生產 

楊顯章 92.09.29 淺談體驗經濟與農業休閒 

易美秀 92.10.20 體胚形成與應用 

王文哲 92.10.20 瓜實蠅的寄主植物 

許志聖 92.10.27 氮肥施用時期對水稻的影響 

曾勝雄 92.10.27 臺灣中草藥之研發與展望 

賴文龍 92.10.27 天然沸石對土壤肥力之影響 

卓播英 92.11.10 行政中立的理論與實務 

田雲生 92.11.17 農產品切削處理機械之探討 

何榮祥 92.11.17 噴霧沉積檢測系統研發 

羅英妃 92.11.24 世界蘭花貿易概況及蘭花貯運研究 

陳啟吉 92.11.24 柑桔黑星病發生與防治 

陳裕星 92.12.08 基因休飾生物之檢測技術 

廖君達 92.12.15 福壽螺之傳播與管理現況 

龍國維 92.12.22 近紅外線光譜技術(NIRS)在農業上應用之介紹 

蔡苑育 92.12.22 臺灣原生杜鵑分布 

邱禮弘 92.12.29 延長燈照對紅龍果花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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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期 92 年 3 月 菊花電照省電方式之研究：最佳化之電燈架設 許謙信、龍國維

田雲生、黃勝忠 

1-11

  不同氮肥用量與有機介質對彩色海芋生長及切花

產量之影響 

蔡宜峰、黃勝忠 13-21

  彩色海芋花色素組成分之分析 黃勝忠、陳裕星

秦立德 

23-34

  臺農 71 號香味入秈稻之遺傳育種研究 林再發、許志聖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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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自動雙行蔬菜移植機之改良與測試(二) 田雲生、龍國維

戴振洋、欒家敏 

43-53

  進口米與國產米品質之研究(二) 洪梅珠、洪美珠 55-64

第 79 期 92 年 6 月 應用 1-MCP 在蝴蝶蘭屬及朵麗蝶蘭屬盆花模擬外

銷貯運之研究 

陳彥睿、易美秀

魏芳明、蔡宛育 

1-10

  有機質肥料施用時期對水稻生育之影響 李健捀、陳榮五

陳世雄、蔡宜峰 

11-24

  有機質肥料施用時期對稻米品質之影響 李健捀、陳榮五

陳世雄、蔡宜峰 

25-39

  米飯食味品質與澱粉特性間相關之研究(二) 洪梅珠 41-50

  寄主植物對銀葉粉蝨族群介量之影響 白桂芳、王玉沙 51-60

  臺灣甜柿之產銷研究 林月金 61-79

第 80 期 92 年 9 月 臺中地區重要蔬果產銷班建立共同性品牌意願之

研究 

陳世芳、高德錚 1-12

  氮、磷及鉀肥對千寶菜生育、養分含量及產量之影

響研究 

蔡宜峰、戴振羊

郭俊毅 

13-23

  不同產地及儲藏溫度對薏仁組成分及特殊生理機

能性成分之影響 

曾勝雄、江文章

王思涓、蘇慧美 

25-39

  米飯質地特性與白米鹼溶性及醇溶性蛋白質間相

關之研究 

洪梅珠、盧虎生

簡珮如 

41-49

  氮、磷及鉀肥料對葉蘿蔔生長效應之研究 蔡宜峰、戴振洋

郭俊毅 

51-62

  簡易移動式動力噴霧架與傳統噴霧作業於設施玫

瑰之比較研究 

陳令錫 63-70

第 81 期 92年 12月 中部九二一震災重建區花卉農家婦女參與農業經

營之研究 

張惠真、高德錚 1-16

  甘比亞農業廢棄物資源調查分析與應用於水稻栽

培之效益研究 

陳榮五、高德錚

蔡宜峰、陳義松

許廸川 

17-30

  不同產地及品種對糙薏仁營養成分之影響 曾勝雄、江文章 31-41

  銀葉粉蝨在胡瓜植株上之空間分布 白桂芳、王玉沙 43-56

  二期作米飯質地與食味特性間相關之研究 洪梅珠 57-64

  枯草桿菌及放射線菌對水稻白葉枯病防治效果及

其生育之影響 

林金樹、陳俊位

曾德賜 

65-77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期別 刊  名 主  編 出版日期 

特刊 57 號 臺灣地區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專刊 陳榮五 92 年 05 月

特刊 58 號 農業經營管理研討會專刊 陳榮五、戴登燦 92 年 06 月

特刊 59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百年回顧 林月金 92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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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60 號 農業科技研討會專輯 洪梅珠、陳榮五

魏芳明 

92 年 06 月

特刊 61 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九十一年試驗研究暨推廣學術

研討會報告要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92 年 06 月

特刊 62 號 臺中地區休閒農業旅遊導覽手冊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92 年 06 月

特刊 63 號 臺中區農村婦女田媽媽副業經營簡介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92 年 12 月

特刊 64 號 臺中區發展地方料理(第一輯)－經典美饌烹藝競

賽食譜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92 年 12 月

特刊 65 號 臺中區發展地方料理(第二輯)－經典美饌烹藝競

賽食譜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92 年 12 月

 

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 

期  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 165 期 92 年 5 月 茄子 V 型栽培技術 戴振洋 

 

臺中區農情月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四十一期 92 年 1 月 菊花電照省電技術觀摩會－花農省電不是夢 陳俊位、黃麗滿

  主委專函 李金龍 

  我國稻米進口改採關稅配額制度 編輯室 

  有機米真的很好吃 李健捀、陳榮五

  水稻有機栽培與環境復育 李健捀、陳榮五

  桃褐腐病之發生與防治 劉添丁 

  九十一年仁愛鄉「原生香糯米」示範觀摩會 陳俊位、黃麗滿

第四十二期 92 年 2 月 「感恩與惜福」國產生鮮農特產品及漁畜產品展售會

促銷 

陳俊位 

  農委會調降專案農貸利率 編輯室 

  德基水庫集水區溫帶梨園土壤與肥培管理 賴文龍 

  金盞菊 張隆仁 

  生物性堆肥之開發與應用 張正英、蔡宜峰

陳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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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期 92 年 3 月 主委來訪中部視察農業發展現況 陳俊位、高德錚

  推動合理化施肥措施－綠肥栽培利用示範成果田間觀

摩會 

陳俊位、黃麗滿

  九十二年度臺中地區傑出農民暨推廣股長歡喜聯誼 陳俊位 

  進口米與國產米的比較 洪梅珠 

  琉璃苣－富含 GLA 與蜜源之植物 張隆仁 

第四十四期 92 年 4 月 游錫堃院長農業關懷之旅蒞臨中部造訪田尾鄉花卉產

銷班第十班 

黃麗滿、陳俊位

  馬約蘭－山中的愉快 張隆仁 

  菊花電照省電技術 許謙信 

  葉稻熱病之發生與防治 陳啟吉 

  貝利 A 葡萄(Muscat Bailey A)介紹 林嘉興、張致盛

  唐菖蒲合理化施肥技術 陳鴻堂 

第四十五期 92 年 5 月 推動合理化施肥措施－稻田綠肥作物栽培利用示範成

果觀摩 

陳俊位 

  本場召開九十二年度彰化縣花卉產業產銷班幹部座談

會 

陳俊位 

  九十二年度彰化縣花卉產業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 鍾維榮、陳俊位

  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十班簡介 陳俊位 

  番茄臺中亞蔬十號(又名愛蘭黑柿)是最適合夏季栽培

品種之一 

林天枝 

  甜柿角斑病發生與防治 林正賢 

第四十六期 92 年 6 月 本場於梨山召開九十二年度產業技術諮詢會 曾怡蓉、陳俊位

  本場辦理良質米稻熱病防治技術田間示範觀摩會 陳俊位 

  茭白筍宿根栽培管理要點 林天枝 

  保健植物－水飛薊(Silybum marianum) 邱建中、張隆仁

第四十七期 92 年 7 月 茄子 V 型整枝示範成果觀摩會活動報導 曾怡蓉、陳俊位

  如何由外觀區別本土蒜與進口蒜 蕭政弘 

  梨木蝨 劉添丁、高德錚

  番石榴炭疽病及瘡痂病之發生與防治 葉士財 

  文心蘭雜交育種 易美秀 

第四十八期 92 年 8 月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舉辦「葡萄栽培技術研討會」促進

葡萄產業再精進 

黃麗滿、陳俊位

  「葡萄栽培技術研討會」李金龍主委激勵文 黃麗滿、陳俊位

  自己動手釀清酒 林秀儒、洪梅珠

  鳳梨釋迦(Atemoya)之裂果 張致盛 

  禾本科香藥草植物－檸檬香茅(lemon grass) 張隆仁 

第四十九期 92 年 9 月 「當前農業問題與農村發展策略研討會」假本場召開

第二梯次座談會 

黃麗滿、陳俊位

  食品發酵微生物－酵母菌 林秀儒、洪梅珠

第四十九期 92 年 9 月 白葉枯病之發生與防治 林金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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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新興害蟲－亞洲潛蠅 廖君達 

  菊花採後處理及保鮮技術 陳彥睿 

  水稻福壽螺共同防治防治示範觀摩會成果豐碩 陳俊位 

第五十期 92年 10月 傾聽農民心聲－本場辦理農業產銷班座談會 黃麗滿、陳俊位

  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會有機栽培專家蒞場指導 黃麗滿、陳俊位

  銀葉粉蝨之物理防治－黃色粘板之應用 白桂芳 

  柑桔的整枝與修剪 張林仁 

  羅勒(Basil)－芳香成分來源、香辛調味及景觀用途之

植物 

張隆仁、邱建中

第五十一期 92年 11月 本場辦理「臺中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烹藝競

賽 

黃麗滿、陳俊位

  梨病蟲害之發生防治 劉添丁 

  本場辦理九十二年度農村青年中短期農業專業訓練班 陳俊位、黃麗滿

第五十二期 92年 12月 農技傳承與鄉親結緣－本場開放場區辦理「試驗研究

推廣成果發表、展示及農產品展售活動」 

黃麗滿、陳俊位

  捕食性蟎類在農業害蟲上之應用 白桂芳 

  保健植物－小白菊(feverfew)的栽培與應用 張隆仁 

  梨臺中一號介紹 廖萬正 

 

臺中區農業專訊(季刊) 

期  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四十期 92 年 3 月 主委來訪中部視察農業發展現況 陳俊位、高德錚 

  有益微生物在克服蔬菜連作障礙之應用 陳俊位 

  微生物肥料在中部地區之推廣與應用－以溶磷根

瘤菌在臺中地區落花生栽培之應用推廣為例 

賴文龍、蔡宜峰 

  生物性堆肥之開發與應用 張正英、蔡宜峰、

陳俊位 

  稻田綠肥作物栽培利用推廣 賴文龍 

  甜柿果園苕子綠肥作物覆蓋利用成果田間觀摩會 陳俊位、黃麗滿 

第四十一期 92 年 6 月 游錫堃院長農業關懷之旅蒞臨中部造訪田尾花卉

產銷班第十班 

黃麗滿、陳俊位 

  臺灣菊花產業之競爭利基 許謙信 

  彩色海芋不同栽培模式對生育之影響 魏芳明 

  文心蘭雜交育種之研究 易美秀 

  提高唐菖蒲切花品質之研究 蔡宛育 

  參觀荷蘭花卉產業之感想 陳彥睿 

  九十二年度彰化縣花卉產業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

客問 

陳俊位 

第四十一期 92 年 6 月 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十班簡介 陳俊位、黃麗滿 

第四十二期 92 年 9 月 臺中場舉辦葡萄栽培技術研討會 黃麗滿、陳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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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栽培技術研討會李金龍主委激勵文 黃麗滿、陳俊位 

  臺灣甜柿產業分析 林月金、張致盛 

  臺灣玫瑰產業分析 陳彥睿 

  臺灣葡萄產業分析 張致盛 

  菊花產業競爭力分析 許謙信 

  唐菖蒲產業競爭力分析 蔡苑育、魏芳明 

  臺灣梨產業分析 廖萬正 

  臺灣葡萄產業策略聯盟誕生 黃麗滿、陳俊位 

第四十三期 92年 12月 傾聽農民心聲－本場辦理農業產銷班座談會 黃麗滿、陳俊位 

  保健植物－小白菊(feverfew)的栽培與應用 張隆仁 

  羅勒 張隆仁、邱建中 

  跟著陽光走、燦爛耀眼的－金盞菊 張隆仁 

  禾本科香藥草植物－檸檬香茅 張隆仁 

  馬約蘭－山中的愉悅 張隆仁 

  羅馬甘菊 郭孚燿 

  德國甘菊 郭孚燿 

  保健植物－水飛薊 邱建中、張隆仁 

  保肝草藥－小本丁豎杇 秦立德 

  槲皮素 張隆仁 

  觀賞、景觀及藥用等多用途植物－垂盆草 張隆仁 

  漫談紫錐花的保健效果 秦立德、張隆仁、

邱建中、陳榮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