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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及出版 
學術研討會 

主講人 日期 題      目 

黃勝忠 88.04.12 生物技術在產業之應用 

黃秀華 88.04.19 作物病害生物防治之應用與發展 

戴登燦 88.04.26 產銷班企業化經營之研究 

蔡奇助 88.05.10 植物基因轉殖在作物改良上之應用 

張致盛 88.05.24 植物訊息的傳導 

林天枝 88.05.31 山坡地開發之現況 

郭俊毅 88.06.14 甘藍黑腐病之防治方法及抗病育種 

劉興隆 88.06.14 溴化甲烷對臭氧層的破壞及禁用後對台灣農業的影響 

許志聖 88.06.21 台灣稻田雜草防除的演變 

陳清文 88.06.28 組織中之人際風格特質 

高德錚 88.07.05 甘比亞水稻產量低落原因之探討--初報 

林月金 88.07.12 臺灣農產運銷概況 

張惠真 88.07.19 米食在飲食生活上的重要性 

陳俊位 88.07.19 如何利用指標植物監測空氣污染 

賴文龍 88.08.02 輔導豐原市柑桔產銷班第四班診斷實習報告 

廖君達 88.08.30 蟲生真菌之侵染及應用 

白桂芳 88.08.30 銀葉粉蝨之防治概況 

郭孚燿 88.09.06 蔬菜栽培高溫障礙 

洪惠娟 88.09.06 馴化對室內植物觀賞壽命的影響 

陳彥睿 88.09.13 康乃馨保鮮方法之研究 

洪梅珠 88.09.20 如何煮一鍋好吃的飯 

方敏男 88.09.20 白線斑紋之生態習性與防治 

林嘉興 88.09.20 葡萄無核性的發生機制 

蔡素蕙 88.10.04 杜鵑之開花習性與花期調節 

龍國維 88.10.18 精準農業(PA, Precision Agriculture)初報 

何榮祥 88.10.18 Y2K－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危機 

邱禮弘 88.10.18 氣溫對茂木枇杷開花及著果之影響 

蔡宜峰 88.10.25 有機質分解與轉化機制之探討 

劉添丁 88.10.25 認識東方果實蠅 

張林仁 88.11.01 仙人掌果樹作物之開花與結實 

張隆仁 88.11.01 蕎麥植株與種實芸香苷成分 

趙佳鴻 88.11.08 TSWV 病毒如何反制轉 TSWV N-基因抗病植物 

許愛娜 88.11.08 稻米貯藏性蛋白質 

廖萬正 88.11.08 梨花芽分化 

曾勝雄 88.11.15 蕎麥之營養及保健功能 

陳慶忠 88.11.15 銀葉粉蝨傳播 Geminivirus 

田雲生 88.11.22 蔬果種苗用嫁接機之研究 

楊嘉凌 88.11.22 秈稉稻雜種 F1性狀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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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書刊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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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期 88 年 3 月 台灣近年來秈稻新品系之米質 洪梅珠、楊嘉凌、

林再發、邱運全 

1~22

  黃色粘板對銀葉粉蝨成蟲之誘引力 白桂芳、陳慶忠、

王玉沙 

23~30

  文心蘭 “草莓” 品種 5.83S rDNA 基因與內轉錄

間隔區之選殖 

蔡奇助、黃勝忠、

易美秀 

31~40

  茭白筍早生品系園藝性狀之比較 林天枝、洪澨堂 41~48

第 63 期 88 年 6 月 烏來杜鵑 5.8S rRNA 基因與內轉錄間隔區之選

殖及分析 

蔡奇助、蔡素蕙、

黃勝忠 

1~11

  雞糞堆肥及牛糞堆肥對甘藍產量及土壤肥力之

影響 

蔡宜峰 13~24

  夏油及數種殺蟲劑對桑介殼蟲及梨圓介殼蟲之

防治效果 

劉添丁、廖君達 25~30

  水稻有機栽培對稻米品質之影響 李健捀、陳榮五、

陳世雄 

31~47

第 64 期 88 年 9 月 水稻縞葉枯病毒偵測技術之發展 陳慶忠、趙佳鴻 1~10

  台灣原生杜鵑核糖體核酸內轉錄間隔區之選殖

及分析 

蔡奇助、蔡素蕙、

黃勝忠 

11~24

  玫瑰撚枝栽培技術之研究 陳彥睿、蔡素蕙、

易美秀、魏芳明、

洪惠娟 

25~37

  蕎麥的二次代謝產物芸香苷 張隆仁 38~53

第 65 期 88年 12月 稻米蛋白質含量之變異 洪梅珠、楊嘉凌、

許志聖、劉瑋婷 

1~11

  台中秈 10 號施氮肥量對白葉枯病與罹病植株米

質之影響 

林再發 13~22

  有機栽培對水稻生育之影響 李健捀、陳榮五、

陳世雄 

23~38

  玫瑰白粉病之發生及其防治藥劑篩選 劉興隆 39~49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期別 刊  名 作    者 出版日期 

特刊 41 號 有機農業發展研討會專刊 陳榮五主編 88 年 5 月 

特刊 42 號 九二一震災園藝作物復耕及重建技術手冊 林嘉興、廖萬正、

張林仁、林進財、

林榮貴、魏芳明 

8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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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區農業推廣通訊(月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十一期 88 年 1 月 新興蔬菜蘘荷栽培管理 林天枝、洪澨堂 

  冬季菜豆防寒措施 古錦文 

  冬季大宗蔬菜產銷失衡的因應措施 戴振洋、郭俊毅 

  豐水梨平地化生產新技術 林信山、林嘉興、陳耀森

  選購高品質的國產葡萄正是時候 林嘉興 

第十二期 88 年 2 月 香菇 林天枝 

  花卉產銷班需要什麼訓練 戴登燦 

  葡萄冬季修剪及催芽處理 林嘉興 

  手扶式半自動雙行蔬菜移植機之改良 田雲生、龍國維、欒家敏

  香菇食譜 林天枝 

第十三期 88 年 3 月 彩色海芋土耕與介質栽培之比較 黃勝忠 

  認識產銷班的經營環境 鄭健雄 

  十字花科露菌病之發生與防治 趙佳鴻 

  小型屨帶式噴藥機研製 何榮祥 

  柑桔果醬之製造 田豐鎮 

第十四期 88 年 4 月 甜柿之整枝與修剪(上) 林嘉興 

  鹿港農特產品展售活動分析 戴登燦 

  有機介質盒植葉菜栽培技術之探討 高德錚、林秋全 

  迷你玫瑰盆花之栽培 陳彥睿 

  山芹菜烹飪方法 張惠真、戴明玉 

第十五期 88 年 5 月 甜柿之整枝與修剪(中) 林嘉興 

  推動產銷班企業化經營之探討 戴登燦 

  自動換棟型桿式噴霧設施之研製 龍國維、田雲生、何榮祥

  十字花科黑斑病之防治 趙佳鴻 

  日長效應對唐菖蒲生育之影響 蔡素蕙 

第十六期 88 年 6 月 甜柿之整枝與修剪(下) 林嘉興 

  埔心鄉葡萄產銷班第十班 楊顯章、黃葆貴 

  葡萄防颱的準備工作 林嘉興 

  生物技術應用之介紹 黃勝忠 

  菊花苗腐病之發生與防治 劉興隆 

註：台中區農業推廣通訊月刊，自七月一日停刊，將以台中農情月刊取代。 

 

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 

期  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第 153 期 88 年 5 月 甜柿栽培管理技術 林天枝 

第 154 期 88 年 6 月 近年來台中場噴藥機械研發成果 何榮祥、龍國維、田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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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區農情月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創刊號 88年 10月 邁向新世紀的農業團隊 編輯室 

  九二一震災應變記實 編輯室 

  馬齒莧栽培管理要點 林天枝 

  豌豆害蟲發生警報 方敏男 

  蔬菜育苗穴盤之種類與特性 戴振洋 

第二期 88年 11月 台中區玫瑰花產銷問題座談會答問集 陳世芳 

  蕎麥的再利用 張隆仁 

  如何調節冬季大宗蔬菜之產銷 戴振洋、郭俊毅 

  蕎麥蔬菜食譜 張惠真、邱阿勤、孫培賢 

第三期 88年 12月 新興保健蔬菜－蕎麥 高德錚 

  竹塘鄉釋迦搶先上市 黃葆貴、楊顯章 

  開發保健飲料－蕎麥袋茶 陳榮五 

  梨山地區高冷地蔬菜綠肥輪作模式 賴文龍 

  彩色甜椒食譜(一) 郭孚燿 

註：原台中台中區農業推廣通訊，遵照農委會統籌規劃更名為農情月刊，於 88 年 10 月創刊。

 

台中區農業專訊(季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者 

第二十六期 88 年 3 月 農特產品展售會－無子桶柑、有機米搶購一空 黃葆貴 

  生物技術在農業產業之研發與應用 陳榮五 

  輻射照射在農業上的應用 黃勝忠 

  聚合酶連鎖反應在基因選殖上之應用～菊花核糖

體核酸內轉錄間隔區之選殖 

蔡奇助、黃勝忠 

  聚合酶連鎖反應在基因選殖上之應用～文心蘭核

糖體內轉錄間隔區之分子標誌 

蔡奇助、黃勝忠 

  茭白筍 林天枝、洪澨堂、

莊杉行 

  植物基因轉殖在作物改良上之應用 蔡奇助 

  生物農藥枯草桿菌在植物病害防治上之應用 陳俊位 

  生物技術在植物病害生物防治之應用 黃秀華 

  γ射線在菊花誘變育種上之應用 許謙信、洪惠娟、

黃勝忠 

第二十七期 88 年 6 月 全省性的『施藥與溉灌自動化技術』示範觀摩會在

本場舉開 

黃葆貴 

  農業產銷組織運作策略模式試擬 黃穎捷 

  農業產銷班企業化經營之探討 戴登燦 

  金針菜栽培 洪澨堂 

  產銷班策略聯盟 鄭健雄 

  農產品商情資訊網路應用 戴登燦 

  冷子番荔枝(鳳梨釋迦) 林嘉興、張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