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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及研究報告

本場出版品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季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者

114 101年3月 丁基拉草施用於稻田對可培養性固氮細菌族群變化之影響 陳玟瑾、顏瑞泓
王一雄

中部地區荔枝癭蚋族群分布變遷 葉士財、廖君達
郭建志、鄭景峰
柯文華

氮肥用量對水稻產量之影響 賴文龍、郭雅紋
陳玟瑾

簡易設施結構耐風設計之研究 張金元、田雲生
陳令錫

應用太陽能熱水循環消毒系統防治菊花育苗期土壤傳播性
病害

劉興隆、趙佳鴻
沈原民、黃冬青

適合有機甜瓜栽培之有機介質及有機液肥之研究 戴振洋、蔡宜峰

115 101年6月 筆柿削皮機之研製 田雲生、張金元
陳令錫、張旭志

中部地區洋桔梗害蟲發生情形及其小黃薊馬防治研究 王妃蟬、林大淵
王文哲、白桂芳

巨峰葡萄結果枝抑梢處理之研究 葉文彬、邱禮弘
劉惠菱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在臺中廳農會時期的時空變遷 沈原民

菩提奇異球菌(Deinococcus ficus ) CC-ZG207之羽毛分解液作
為速效性液肥之研究

曾宥綋、楊秋忠

SSR分子標誌用於豌豆品種分子鑑定之研究 張瑞炘

116 101年9月 臺中地區不同栽培類型番茄與行銷通路之效益分析 陳世芳、戴登燦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網路諮詢服務之成效評估 許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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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部地區夏季韭黃之根蟎為害及其藥劑防治之研究 趙佳鴻、王妃蟬
沈原民、林大淵
王文哲

卵形捕植蟎防治東方甜瓜銀葉粉蝨 白桂芳、林大淵
王妃蟬

杏鮑菇栽培用木屑堆積製程中添加有益微生物及廢棄木屑
基質之影響研究

蔡宜峯、陳俊位

朝天椒大孢子發育與子房組織化學特徵的探討 陳裕星、柯惠喻
李國基

117 101年12月 荔枝癭蚋對荔枝產量的影響及其藥劑防治成效 葉士財、廖君達
郭建志、柯文華

龍鬚菜採後處理技術之改進 陳葦玲、楊士藝
陳嘉雯、王以琳
劉毓淮、蔣東諺

葉面噴施細胞分裂素對洋桔梗夏季切花生長形態之影響 陳彥樺、蔡宛育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霧粒覆蓋特性之評估 陳令錫

水苔緊實度對朵麗蝶蘭生育之影響 楊旻憲、魏芳明

介質溶液淋洗置換測定法應用於小花蕙蘭肥培管理之研究
(第二報)

王茗慧、洪惠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年報(年刊)

出版年月 內              容

101年5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100年度年報

臺中區農業專訊(季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76 101年3月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綠能＋農業吸引年輕人從農 編輯室

世界稻米產銷概況 楊嘉凌、鄭佳綺
許志聖

亞洲國家稻米生產概況 楊嘉凌、鄭佳綺
許志聖

非洲與大洋洲國家稻米生產概況 許志聖、鄭佳綺
楊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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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與歐洲國家稻米生產概況 鄭佳綺、楊嘉凌
許志聖

77 101年6月 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紀實 廖君達、蔡宜峰

馬拉巴栗介紹 陳彥樺、蔡宛育

馬拉巴栗產銷現況 蔡宛育、陳彥樺
陳姿翰

馬拉巴栗採後處理外銷現況 陳彥樺、蔡宛育

馬拉巴栗重要害蟲 廖君達、葉士財

馬拉巴栗病害發生與管理策略 郭建志、廖君達

颱風豪雨過後～「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作物復耕復育技術
服務團」啟動

陳葦玲

78 101年9月 陳揆視察彰化縣埔鹽鄉農業災損允諾協助農民加復耕 蕭政弘

認識紫錐花 陳裕星、張隆仁
秦昊宸

紫錐花一般栽培與管理 陳裕星、陳鐶斌
張隆仁

有機紫錐花栽培技術 蔡宜峰、洪惠娟
楊旻憲、王茗慧

紫錐花的機能性成分和保健功效 陳裕星、秦昊宸
張隆仁

紫錐花產品與市場概況 陳裕星、秦昊宸

返鄉 找到自己的路 陳正恩

本場101年度農民學院進階訓練「葡萄栽培管理班」圓滿
落幕學員滿載而歸

陳蓓真

79 101年12月 良質米產業發展研討會紀實 鄭佳綺、張瑞炘

學員歡喜慶結訓 習得知識大豐收-101年農民學院進階訓練
「水稻栽培管理班」紀實

陳蓓真、陳俊位

臺中地區水芋肥培管理技術 賴文龍、郭雅紋
陳玟瑾

環境親和型農業介紹 戴振洋、蔡宜峰

蔬菜園捕蟲機具介紹 田雲生、張金元
白桂芳

農業經營計畫書撰寫技巧 戴登燦、陳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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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農情月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149 101年1月 本場榮獲100年「社團法人臺灣農學會農業學術事業團體
獎」

洪美裕、魏芳明

傳承新世代「琪」望農會好未來－專訪花壇鄉農會顧碧
琪總幹事

蔡本原、梁燕青
林錦宏

社頭鄉農會農特產精品館正式開幕啟用 陳昌興

梨穗要冷藏多久才適合高接？ 徐錦木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期別 刊  名 主  編 出版日期

109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葉士財、郭建志、廖君達
柯文華、白桂芳、張致盛

2012.04

110 洋桔梗栽培及利用專刊 蔡宛育、陳彥樺 2012.05

111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100年專題討論專集 蔡宜峰、洪惠娟、王茗慧 2012.05

112 臺灣中部地區外銷作物產業專集 蕭政弘、張致盛 2012.07

113 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專刊 廖君達、陳裕星、張致盛 2012.10

114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100年度科技計畫研究成果
發表會論文輯

蔡宜峯、王茗慧、陳美齡
洪惠娟

2012.11

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180 101年03月 番石榴病蟲害診斷及鑑定 葉士財、廖君達、郭建志、柯文華、白桂芳

181 101年09月 荔枝病蟲害發生及管理 葉士財、郭建志、廖君達、柯文華、白桂芳

182 101年12月 茭白有機栽培 蔡正宏、蔡宜峯、陳俊位、廖君達、郭建志

183 101年12月 有機番茄穴盤育苗技術 戴振洋

期別 出版年月 內               容 作    者

番木瓜秀粉介殼蟲之發生與防治 葉士財、廖君達
郭建志

「有機農場 生生不息」拜訪樂天知命的張鴻曜先生 陳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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蕎麥保健產品生產技術－蕎丹納及紫山蕎膠囊 廖宜倫、林訓仕
陳裕星

優質紅龍果著果期間的管理事項 邱禮弘

太平洋偽葉蟎的發生與為害 王文哲、林大淵
王妃蟬、白桂芳

為害葡萄之粉介殼蟲介紹與防治 王妃蟬、林大淵
白桂芳

150 101年2月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綠能＋農業吸引年輕人從農 編輯室

蕎麥保健功效 廖宜倫、林訓仕
劉凱翔

純淨的美人腿－非農藥資材管理茭白筍病蟲害 蔡正宏、廖君達

中寮鄉農會廖文士總幹事榮退 蔡本原、戴登燦
林錦宏

豌豆安全用藥宣導 趙佳鴻、林大淵
王文哲、沈原民
王妃蟬、劉興隆

批發市場枇杷交易行情分析 陳世芳

151 101年3月 「韃靼蕎麥品種說明暨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廖宜倫、陳鐶斌
林訓仕、陳裕星

紫錐菊的生長習性與栽培管理 陳裕星、陳鐶斌
張隆仁

你不知道的肥料「特」性 郭雅紋

溶磷菌之特性及應用 陳玟瑾

葡萄晚腐病發生及防治 劉興隆、趙佳鴻
沈原民

一期稻作病蟲害管理要點 廖君達、郭建志

152 101年4月 101年度農民學院正式開鑼了 陳俊位

柑桔果實生長期管理注意事項 陳盟松

蔬菜作物缺鈣症狀及防治措施 陳葦玲

蔬菜常見蟲害介紹－蝶蛾類 王文哲、林大淵
王妃蟬、白桂芳

合理控制產量生產優質葡萄 葉文彬、張致盛

153 101年5月 紫錐菊的機能性成份與產品 陳裕星、張隆仁
秦昊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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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蘆筍達人－邱順南先生 蔡本原、戴登燦
林錦宏

柑桔黑星病之發生與管理 趙佳鴻、沈原民
劉興隆、白桂芳

荔枝安全用藥宣導 趙佳鴻、劉興隆
沈原民、白桂芳

154 101年6月 颱風豪雨過後～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作物復耕復育技術
服務團啟動

陳葦玲

整合有機農業政策研發及產業面的能量－本場舉辦「國
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

廖君達、張致盛

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產地參訪紀實 陳葦玲、蔡正宏
蕭政弘、戴振洋

國際有機研討會展示活動紀實 陳俊位

洋蔥病害之防治策略 沈原民、趙佳鴻
劉興隆

155 101年7月 日本農文協參加本場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蔡本原、陳世芳
林錦宏

夏威夷副州長與本場101年度農民學院初階訓練「設施蔬
菜栽培管理班」學員一起體驗農業樂趣

陳蓓真

健康、優質、省成本～信義原鄉菜豆生產輔導向下紮根 陳葦玲

苦瓜減「肥」生長更健康 蔡正宏

簡介亞麻營養成分 陳鐶斌、廖宜倫
陳裕星

春石斛蘭新育成品系成果介紹 魏芳明、楊旻憲

156 101年8月 陳揆視察彰化埔鹽鄉農業災損允諾協助農民加速復耕 蕭政弘

國蘭產業向前衝－臺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蓄勢待發

農改場教導農民種出美味的良質米－水稻合理化施肥技
術

賴文龍、郭雅紋
陳玟瑾、曾有綋

「大肚山看天田」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陳鐶斌、廖宜倫
林訓仕

臺中地區裡作蕎麥生產成本收益分析 陳世芳、廖宜倫

農業設施總體檢－負壓風扇維護保養 張金元、田雲生

農業初階省工自動控制的好幫手－定時器 陳令錫

157 101年9月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 鄭佳綺、楊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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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蘭出瓶適期 陳姿翰、易美秀

彰化縣養蜂達人張至程雄蜂子在日本闖出天下 曹理貴

紅龍果炭病疽病之發生與防治 葉士財、廖君達
郭建志

國姓鄉農會吳福樹總幹事屆齡榮退 蔡本原、戴登燦
林錦宏

彩色海芋設施栽培與露地栽培之生育情形比較 蔡宛育、陳彥樺

158 101年10月 葡萄健康管理生產體系暨合理化施肥田間觀摩 賴文龍、郭雅紋
白桂芳、張致盛

蔬菜作物缺硼症狀及其防治方法 陳葦玲、郭雅紋

柑橘黃龍病及木蝨的發生與管理 葉士財、郭建志
廖君達

「節氣」可以參考使用嗎？ 王文哲、林大淵
王妃嬋、白桂芳

全力以赴推動彰化縣農業發展－專訪張基郁處長 陳蓓真

159 101年11月 臺中地區『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活動圓滿完成 陳蓓真

『水稻生產古今農機具展』紀要 田雲生、張金元

作物品種身分證－DNA鑑定技術介紹 張瑞炘

切花瓶插壽命之限制因子－水分運送 陳彥樺

利用水苔介質栽培春石斛蘭之肥料管理 楊旻憲、魏芳明

胡瓜褐斑病發生及防治 劉興隆、沈原民
趙佳鴻

160 101年12月 友善環境生產優質健康番茄－田間成果觀摩會記實 戴振洋、蔡正宏
張致盛

安全美味精心嚴選的產銷履歷驗證土鳯梨酥 陳世芳、林錦宏

淺談彰化地區羅漢松產地現況 蔡宛育、陳彥樺
郭璦臻

農村文化裝置藝術 張惠真

「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活動－親子體驗後的心得 許榮華、黃靜芳

創意料理展新意－沙鹿農會舉辦甘藷料理競賽 曾康綺、張惠真
林錦宏

花胡瓜細蟎之介紹與防治 王妃蟬、林大淵
白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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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文宣(新聞稿)

發佈日期 內       容

提供本會新聞稿

01月02日 作物分子身分證－保護品種權，好品種享有好價錢

02月01日 金黃茂谷嚐鮮正是時候

02月24日 重溫金黃麥田的記憶

03月23日 幫葡萄打預防針－亞磷酸防治葡萄重要病害

04月17日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推出新技術，黃金韭黃好吃又安全，消費者「足感心」

05月14日 無聲的銷售員行銷的好幫手－手提式透明窗型包裝盒

05月16日 新興保健植物紫錐菊

05月16日 染色切花豐富彩色居家生活

06月05日 「梨」歌初動，難忘的滋味

07月02日 稻草不要燒‐掩埋作肥農地好

07月27日 種植番茄邁入現代化－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

08月17日 幫水稻減減肥

09月10日 純淨的美人腿－有機栽培健康茭白筍

09月18日 解決平地夏天無法種植甘藍的問題－耐熱豐產甘藍臺中2號育成

10月05日 水稻的守護者  蛾類害蟲無所遁形

11月23日 全天候的呵護，給作物打造舒適成長的家－溫室無線監測系統

12月19日 生物堆肥在草莓栽培管理上之應用

自行發佈新聞稿

01月04日 寒流一波波，天氣又濕又冷，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友留意作物晚疫病

01月16日 染色切花之應用

01月16日 高貴不貴，送禮雅品－國蘭

02月07日 「韃靼蕎麥品種說明暨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02月09日 梨赤星病之感染源已出現於龍柏上，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友注意梨樹赤星病管理
以減少損害

02月15日 氣溫驟變及低溫寒害下農作物應加強管理措施

03月20日 「水稻葉稻熱病發生警報」水稻秧砧已出現葉稻熱病初期病斑，籲請農民注意防治

03月20日 黑角舞蛾幼蟲蠢動，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民提前做好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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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03日 「葡萄露菌病發生警報」葡萄露菌病已零星發生，籲請農友加強防治，以減少病害蔓
延

04月18日 鳳梨施肥合理化，產量品質一樣好，省肥省錢好處多

05月11日 「水稻穗稻熱病發生警報」水稻即將進入抽穗期，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稻農掌握穗
稻熱病防治時機

05月11日 「中部地區荔枝細蛾發生警報」「荔枝正值小果期，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民加強
荔枝細蛾之防治工作」

05月16日 健康、優質、省成本~信義原鄉菜豆生產輔導向下紮根

05月22日 美國夏威夷副州長Brian Schatz至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參訪

05月23日 聖露西亞副總理訪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05月24日 彰化縣秈稻產區二化螟發生警報－水稻二化螟成蛾陸續羽化，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
農民掌握成蛾發生盛期後7~10天進行防治

06月04日 日頭赤炎炎　五步驟防曬　慎防中暑

06月07日 水稻施肥合理化，產量不減品質好

06月08日 苦瓜減『肥』生長更健康苦瓜生長更健康、保護環境更友善、生產成本省更多

06月12日 豪雨災害下農作物復育與災害減輕措施

06月13日 稻株更強健、產量都不減、品質更優異

06月14日 災後技術服務團啟動，協助農民進行復育

06月27日 農改場教導農民種出美味又安全的良質米－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

06月29日 高接梨合理化施肥成果觀摩會

07月06日 高接梨合理化施肥成果觀摩會

07月12日 減輕採收前高接梨腐爛措施

07月17日 豐產又好吃的『大肚山看天田』甘藷

07月18日 「中部地區甜柿白粉病及角斑病發生警報」「甜柿白粉病及角斑病已在中部地區零星
發生，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民加強園區之防治工作」

07月24日 純淨的美人腿－茭白有機栽培技術創造農民、消費者與環境三贏的健康農業

08月03日 颱風災後蔬菜易發生病害，請農友把握黃金防治期及時防治

09月19日 「水稻白葉枯病、細菌性條斑病、大螟及二化螟發生警報」水稻白葉枯病及細菌性條
斑病已零星發生、大螟及二化螟正值成蛾盛期，籲請農民注意防治

10月01日 「水稻瘤野螟發生警報」水稻瘤野螟正值成蛾盛期，籲請農民掌握黃金第7天加強防
治

10月18日 「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活動，歡迎大家逗陣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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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 夏天平地甘藍新希望～耐熱豐產甘藍臺中2號育成

10月23日 「水稻褐飛蝨發生警報」水稻褐飛蝨已零星發生，籲請稻農掌握防治時機

11月07日 農改場教導農民種出美味又安全的良質米－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

11月21日 電腦幫你澆水兼施肥－自動肥灌機具

11月23日 「LED燈源用於菊花電照」觀摩會

11月26日 施肥精準合理，建立名間鄉「歪嘴雞米」的優良品質！稻株強健、產量不減、品質更
優異

11月27日 百合合理化施肥－花費減少『花』又美

11月28日 省錢省肥好處多，香甜柳橙正對時－柳橙合理化施肥

12月18日 消費者免驚，農改場教導農民種出優質安全的豌豆－豌豆健康管理田間成果觀摩會

12月20日 洋桔梗露菌病已在中部地區發生，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友注意洋桔梗露菌病管理
以減少損害

12月26日 『竹山甘藷尚出名』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推廣類文章

題目 作者 刊名(期數) 出版日期

臺湾のお米 洪梅珠、林珠鳳
黃怡仁

精米工業 253: 8-13 2012.03

臺灣生薑生產模式與瓶頸 蔡正宏、蕭政弘 農業世界 343: 81-85 2012.03

苦瓜合理化施肥 蔡正宏 豐年半月刊 62(15): 37-39 2012.08

以日本為例－談環境親和性農業 戴振洋 農業世界52(20) 2012.10

食用番茄之環境親和型施肥技術 戴振洋 豐年半月刊 2012.09

新興保健植物紫錐菊 陳裕星、蔡宜峰 農業技術交易網(TATM)技術
快訊第44期

2012.04.10

文心蘭的育種策略 易美秀 臺灣蘭花(6): 64-67 2012

菊花之育種 許謙信 2011年花卉研究團隊成果發
表會專刊 61-70

2012

無病毒健康麻竹筍苗上市了 戴振洋 豐年半月刊 2012.03

發表於場外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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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有機養液栽培技術 戴振洋 2012年有機農業研究團隊成
果發表研討會

2012.09

茭白有機栽培模式之建立 蔡正宏等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專刊(102) 2012.10

茭白與黑穗菌的相互關係 蔡正宏 豐年半月刊 2012.10

風災過後中部地區主要受損作物復
耕及復育措施

陳葦玲、許志聖
徐錦木、張致盛

豐年半月刊(62) 2012.08

甜柿4~6月栽培管理要點 徐錦木 農業世界345期 2012.05

高接梨4~6月栽培管理要點 徐錦木 農業世界345期 2012.05

高接梨栽培管理要點 徐錦木 農業大臺中NO. 2夏耘 2012.07

百香果栽培管理與合理化施肥 陳盟松 豐年 2012.11

甘藷肥培管理技術 陳鐶斌等 豐年62卷第17期 2012.09

高接梨1~3月栽培管理要點 徐錦木 農業大臺中No. 4冬藏 2012.12

大雅地區薏苡發展現況 廖宜倫、林訓仕
陳裕星

豐年62(4): 32 2012.02

設施番茄新害蟲--番茄刺皮癭蟎之
發生與防治介紹

王妃蟬、林大淵
白桂芳

農業世界雜誌 347: 38-40 2012

臺灣中部地區發生之九層塔露菌病 沈原民、劉興隆
趙佳鴻

農業世界343: 66-68 2012

防疫先鋒系列報導之5－稻田福壽
螺整合性防治

邱安隆、廖君達 農政與農情 478: 65-66 2012

橄欖常見蟲害簡介(下) 葉士財、何超然 農業世界 12月352: 44-55 2012.12

橄欖常見蟲害簡介(上) 葉士財、何超然 農業世界 7月347: 64-72 2012.07

橄欖常見蟲害簡介(中) 葉士財、何超然 農業世界 11月351: 44-54 2012.11

二期稻作飛蝨及瘤野螟風雲再起 廖君達 農業世界 384: 41-45 2012

無病毒麻竹筍生產技術之研發應用 趙佳鴻、戴振洋 農政與農情240: 101-103 2012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成果觀摩 賴文龍 豐年半月刊62(15): 45-46 2012

韭黃肥培管理 賴文龍 農業世界350: 36-40 2012

葡萄健康管理生產體系－合理化施
肥田間觀摩

賴文龍、郭雅紋
白桂芳、張致盛

豐年半月刊62(20): 34-36 2012

調節施肥  避免水稻倒伏 賴文龍、楊嘉凌 農業世界351: 100-101 2012

採行合理化施肥，省錢又省工 賴文龍 豐年半月刊62(18): 2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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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作者 刊名(期數) 出版日期

茭白有機栽培模式之建立 蔡正宏、郭建志
陳葦玲

有機農業研究團隊研發成果研討
會專刊。行政院農委會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專刊102

101.11

有機蔬菜栽培體系之研發與建立 戴振洋、蔡正宏
陳葦玲

本場「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
討會」

101.05

甜瓜有機養液栽培技術 戴振洋 2012年有機農業研究團隊成果發
表研討會

101.09

作物常見蟎類之田間診斷要領與
案例分析

王妃蟬、林大淵
白桂芳

2012植物疫病蟲害診斷案例分析
研討會專刊:27-39

2012

肥灌系統省工節能與滴灌均勻性
之研究

陳令錫、張金元
田雲生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電
子檔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臺南新
化

2012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之研發 陳令錫、張金元
田雲生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電
子檔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臺南新
化

2012

水稻品種對瘤野螟之抗性檢定初
報

廖君達、陳宗禮 良質米團隊研討會海報 2012.10

良質米栽培的蟲害管理 廖君達、黃守宏
戴淑美

良質米產業發展研討會論文宣讀 2012.10

黃荊精油週年產量與成分分析會 陳裕星、劉凱翔
陳鐶斌、廖宜倫

臺灣農藝學會101年作物科學講
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海報優勝)

2012.04

利用保鮮處理延長葡萄外銷貯運
品質

葉文彬 臺灣園藝學會 2012.02.09

2012稻米礦物元素含量的選拔效
果

楊嘉凌 臺灣農藝學會101年作物科學講
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2.04.26

水稻抗白葉枯病之分子標誌輔助
育種

張瑞炘、楊嘉凌
許志聖

臺灣農藝學會101年作物科學講
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優勝)

2012.04.26

利用水稻染色體置換系統探討品
質形成之高溫與環境的交感作用

鄧清倫、許志聖
陳凱儀、盧虎生

臺灣農藝學會101年作物科學講
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2.04.26

2012育苗箱播種量對良質米品種
產量與米質的影

鄭佳綺，許志聖 臺灣農藝學會101年作物科學講
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2.04.26

微衛星序列在豌豆品種鑑定之應
用

張瑞炘、戴振洋 臺灣園藝學會 2012.02.09

晶圓梨礦物元素含量對晶圓梨低
溫貯存性之影響

徐錦木 臺灣園藝學會 2012.02.09



091

學
術
研
討
及
研
究
報
告

年
報

101題目 作者 刊名(期數) 出版日期

蕎麥芸香苷及槲皮素含量之研究 廖宜倫 臺灣農藝學會101年作物科學講
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2.04.26

Using ICT on an Automatic Fertigation 
System for Growing Lisianthus in a 
Protected Culture in Central Taiwan.

C h e n  L i n g - H s i , 
Chia-Chung Chen

T h e  8 t h  A s i a n  c o n f e r e n c e  f o 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e: 
ICT 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AFITA/WCCA 2012, 
Taipei, Taiwan. In the Proceedings disk

2012

First report of stem and leaf blight 
caused by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on 
eustoma in Taiwan

Shen, Y. M., C. H. 
Chao, F. C. Wang, 
H. L. Liu and T. C. 
Huang

Plant Dis. 96:910 2012

Five apothecium-producing lichenized 
fungi of the genus Usnea in Taiwan

Shen, Y. M., H. J. 
Hsieh, R. Y. Yeh 
and T. H. Hung

Fungal Sci. 27:31-44 2012

First report of Stemphylium solani 
caus ing leaf  spot  o f  Ka lanchoe 
blossfeldiana in Taiwan

Shen, Y. M., Y. C. 
Yang, Y. J. Fu and 
T. H. Hung

New Dis. Rep. 25:10 2012

Effects of Yellow Brain Culinary-
Med ic ina l  Mushroom,  Treme l la 
m e s e n t e r i c a  R i t z . : F r.  ( H i g h e r 
Basidiomycetes), on Immune Function 
in Normal and Type 1 Diabetic Rats.

Lo H-C., T.-H. Hsu, 
F. - Y.  L i n ,  S .  P. 
Wasser, Y. Chen 
and C. H. Le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inal 
Mushrooms, 14(5): 447-457

2012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recombinant 
Oshsp 18.0-CII protein, a class II 
small heat shock protein of rice, in 
Escherichia coli. Botanical Studies

Chang, P. L., W. K. 
Huang, Y. H. Lin, 
Y. Chen, and T. H. 
Chang

Botanical Studies, 53:291-299 2012

Year-round yield of essential oil of Vitex 
negundo and its chemical constituent 
analysis.

Yuhsin Chen, Kai-
Hsiang Liu, Hwan-
Bin Chen and Yi-
Lun Liao.

6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28 Jul -1 Aug, New 
York, USA.(poster)

2012

D e  N o v o  s e q u e n c i n g  a n d 
characterization of developing seed 
t ranscr iptome in two buckwheat 
species and metabolome profiling.

Y u h s i n  C h e n , 
Ch ing-Kuo Lee , 
Fu-Tun Su, Yi-Lun 
Liao and Hwan-Bin 
Chen.

6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28 Jul -1 Aug, New 
York, USA. (post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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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研習報告及專題討論

主講人 日期 題      目 參與人次

出國及研習報告

高德錚 03月05日 赴聖文森考察『溫室栽培計畫及集貨場計晝』 52

蔡宜峰 03月05日 赴日本研習『設施有機葉菜類綜合管理技術之研究』 52

廖君達 03月05日 赴日本參訪研習『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作物病蟲害管理模式之研
究』

52

許志聖 03月19日 赴日本研討『國際水稻研究趨勢及日本研發成果』 52

田雲生 03月19日 赴荷蘭參訪與研習『運用節能設備與通資訊技術開發精密溫室
生產管理系統』

52

沈原民 03月12日 赴荷蘭參訪與研習『應用綠色能源防治農作物病蟲害之研究』 52

廖宜倫 03月19日 赴加拿大研習『保健作物新功效成份之開發研究』 54

楊旻憲 04月16日 赴日本『山本蘭園參訪』 54

100年度研究成果發表

陳鴻堂 03月26日 番石榴養分管理研究 43

徐錦木 03月26日 改善晶圓梨耐低溫貯藏力之研究 54

張瑞炘 03月26日 作物品種鑑定技術之研究-以水稻臺稉9號為例 41

陳裕星/
張瑞炘

03月26日 實驗室安全操作教育訓練 42

專題討論

趙佳鴻 03月12日 近年來在臺灣發生嚴重之瓜類病毒病害 43

陳裕星 04月02日 細胞代謝工程在農業生技產業的應用 52

許志聖 04月02日 水稻直播成培的探討 52

葉士財 04月16日 淺談荔枝癭蚋之發生消長與防治 41

張惠真 04月16日 蔬果對人體健康之重要性 41

林大淵 04月23日 簡諧蟲害管理策略 47

葉文彬 04月23日 香蕉的後熟生理 47

沈原民 05月21日 菌核病菌的分類及P C R鑑定技術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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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振洋 05月21日 臺灣番茄病毐介紹－以黃化捲葉病毒病為例 45

劉惠菱 05月21日 高濃度氧氣貯藏對果實採後品質的影響 45

廖君達 05月21日 本場協辦農業天然災害救助業務之實地勘查事項 45

廖宜倫 06月04日 蕎麥芸香苷之研究 44

王妃蟬 06月18日 應用植物揮發物質吸引害蟲天敵之生物防治技術發展 39

陳玟瑾 06月18日 元素鉀與植物營養及植物病害之關係 39

陳令錫 06月18日 淺談作物生長環境之蒸發散 39

陳俊位 07月02日 甘藍黑腐病致病因子及過程之探討 34

高德錚 07月02日 植物工廠發展的契機 34

黃穎捷 07月02日 四健推廣教育發展 34

張金元 07月02日 應用人因工程之小型農機具開發研究 34

張致盛 07月23日 果樹醣類運移與調節 48

洪梅珠 07月23日 免洗米簡介 48

洪惠娟 07月23日 影響盆花採後品質的因子 48

楊嘉凌 07月23日 作物試驗之一般統計分析方法 48

陳彥樺 08月06日 影響切花吸水性之內在因子探討 43

戴登燦 08月06日 水果採收與出貨之風險分析 43

蔡宜峰 08月06日 有機及傳統栽培之土壤有機質與若干化學特性之差異 43

郭建志 08月06日 淺談真菌之毒素 43

梁燕青 08月20日 淺談農業技術評價與運用 43

曾康綺 08月20日 淺談農產品地區品牌 43

林錦宏 08月20日 文化創意產業元素運用於伴手禮行銷 43

陳世芳 08月20日 裡作喬麥生產成本收益之分析 43

許榮華 08月27日 臺灣文心蘭切花產銷現況及產業經營需求 41

蔡正宏 08月27日 芠白與黑穗菌的相互關係 41

陳葦玲 08月27日 作物耐熱性篩選指標建立 41

陳鐶斌 09月03日 亞麻氰甙(Cyanogenic glycoside)化合物之探討 32

陳姿翰 09月03日 誘變在作物育種上之利用 32

廖君達 09月03日 植物茸毛及其防禦物質在抗蟲上扮演的角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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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日期 題      目 參與人次

田雲生 09月24日 綠能介紹與運用 33

許謙信 09月24日 LED照明對植物生長及發育之影響 33

易美秀 10月08日 蘭花多倍體誘導及鑑定 36

陳鴻堂 10月08日 土壤重金屬鉛污染概況 36

張林仁 10月08日 2,4D對葡萄葉片及果穗之影響 36

徐錦木 10月08日 作物低溫需求模式的比較 36

張瑞炘 10月22日 梨ACC合成酶基因之分子標誌輔助育種 37

林訓仕 10月22日 暖化對小麥栽植區及產量之影響 37

鄭佳綺 10月29日 充實期高溫對水稻穀粒外觀品質的影響 33

郭雅紋 10月29日 氧化亞氮(N2O)之產生和量測 33

蔡本原 10月29日 農產品展售陳列方式與技巧之介紹 33

蔡宛育 11月05日 遮蔭處理在花卉栽培上之影響 34

賴文龍 11月05日 控釋/緩釋肥料之應用 34

劉興隆 11月05日 樹木褐根病發生生態及防治策略 34

陳盟松 11月12日 芒果隔年結果原因之探討 32

白桂芳 11月12日 寄生蜂防治粉蝨類害蟲 32

張瑞炘 11月12日 參加「基因改造科技國際法規」專家研討會心得 32

魏芳明 11月19日 蘭花雜交育種障礙探討 27

蕭政弘 11月19日 甘藍抗病育種─黑腐病與黃葉病 27

合計 2,790

專題演講

主講人 日期 題      目 參與人次

數位學習 01月16日 第11個小時 61

數位學習 01月30日 盧貝松之搶救地球 57

林如森 03月16日 如何與媒體互動暨新聞寫作技巧 66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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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揚 04月09日 身心健康與壓力調適 55

周苡臻 04月30日 人文素養－美容講座(保養、彩妝、儀態色彩學) 42

黃鈴翔 05月28日 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 60

陳勁甫 06月25日 公務倫理與法治教育 56

陳榮五 07月02日 臨終照顧－陪妳走完最後一程 45

廖緯民 07月09日 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政府資訊公開法 68

張峻斌 07月30日 21世紀養生保健及疾病防治新觀念 50

林麗梅 08月13日 認識CEDAW及其直接、間接案例介紹 47

大村消防隊 09月10日 地震防災教育講習及演練 45

周燦德 09月17日 行政中立 55

周燦德 09月24日 行政中立 55

周逸傑 10月01日 臺灣公共藝術 54

數位學習 12月03日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簡介 45

數位學習 12月17日 內部控制基本觀念 38

合計 899

主(協)辦研討會一覽表

主(協)辦研討會一覽表

日期 題      目 參與人次

02月21日 100年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 87

05月8~9日 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 250

10月17日 良質米研究團隊研發成果研討會 150

10月18日 良質米產業發展研討會 120

10月19日 101年度臺中區水稻新育成品種栽培特性研習會 160

10月20日 水稻栽培管理研習會 100

合計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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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農業改良場「100年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
時間：101年2月21日(星期二)　　　　　　　　　　　　　  地點：本場大禮堂

時 間 表 課  程  主  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 主辦單位 張致盛
場長08:50~09:00 會議開幕式 張致盛場長

09:00 第一節

09:00~09:15 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在農業生產應用之研究 戴登燦 推廣課
林錦宏
課長

09:15~09:30 農會銷售業務客製化服務可行性之研究 蔡本原

09:30~09:45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數位化農民服務之效益評估研究 許榮華

09:45~10:00 臺中地區茭白筍農民實施良好農業規範使用效益之研究 梁燕青

10:00~10:15 卵形捕植蟎對銀葉粉蝨的功能與數量反應 白桂芳

10:15~10:30 虎頭蘭養分吸收特性與氮肥施用之效應 郭雅紋

10:30~10:40 休息

10:40~10:55 番石榴養分管理研究 陳鴻堂 環境課
白桂芳
課長

10:55~11:10 中部地區洋桔梗害蟲發生情形及其防治技術之研究 王妃蟬

11:10~11:25 低農藥管理設施番茄銀葉粉蝨 林大淵

11:25~11:40 東方果實蠅的防治問題與現況 王文哲

11:40~11:55 稻草擠壓成型機之研製 田雲生

11:55~12:10 簡易溫室結構強度分析之研究 張金元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15 引起馬拉巴栗基腐病之鐮胞菌鑑定及防治 廖君達 改良課
魏芳明
課長

13:15~13:30 良質米優質栽培技術之開發 許志聖

13:30~13:45 製作適口性麵包水稻品種之篩選 許愛娜

13:45~14:00 薏苡自交系育種及蕎麥芸香苷之研究 廖宜倫

14:00~14:15 小麥引種及品種選育 林訓仕

14:15~14:30 改善晶圓梨耐低溫貯藏力之研究 徐錦木

14:30~14:45 不同採收後處理對椪柑貯運品質之影響 葉文彬

14:45~14:55 休息

14:55~15:10 低需冷性春石斛蘭選育 魏芳明 埔里分場
蔡宜峰
分場長

15:10~15:25 LED燈源用於菊花電照之研究 許謙信

15:25~15:40 葉面噴施激勃素對洋桔梗生育之影響 陳彥樺

15:40~15:55 芥藍新品種臺中1號育成 蕭政弘

15:55~16:10 茭白筍有機栽培管理模式之建立 蔡正宏

16:10~16:25 分子標誌在作物品種鑑定、品種選育與品種純化之研究成果 張瑞炘

16:25~16:50 綜合討論 張致盛
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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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
時間：101年5月8~9日　　　　　　　　　　　　　　　　  地點：本場大禮堂

時間表 Time 議  程  主  題

5月8日
08:30~08:40 報到 

Registration
08:40~09:10 會議開幕式及團體照 

Welcome remarks and group photo
09:10 Session 1

09:10~09:50 臺灣地區有機農業產業發展/明道大學 陳世雄校長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Taiwan 
Dr. Shih-Hsiung Chen, President, MingDao University

09:50~10:30 歐盟地區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策略：市場與政策之關鍵因素/
Ms. Anamarija Slabe，國際有機農業聯盟(IFOAM)委員
Strateg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European Union: Key issues related 
especially to market and policy
Dr. Anamarija Slabe, Technical Director,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lovenia

10:30~10:40 休息 Coffee break
10:40~11:20 土壤病害的生物防治/木嶋博士，日本國際美育基金會(MOA)

Biological Control of Soil-borne Diseases 
Dr. Toshio Kijima, Specialist of MOA International, Japan

11:20~12:00 日本有機稻作現況與有機農業的推進/舘野廣幸，日本有機研究會
Present status of organic rice culture in Japan and progres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r. Tateno Hiroyuki. Board, Japanese Organic Agriculture Association

12:00~13:00 午餐、休息 Lunch break
13:00~13:40 水稻集約栽培系統，有機水稻增產管理技術案例

Mr. Barison，康乃爾大學國際糧農發展研究所(CIIFAD)委員
The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Case study of a rice cultivation method for increasing rice grain 
yield through better management.
Mr. J. Barison, Consultant of SRI, CIIFAD.

13:40~14:00 臺灣地區有機農產品認驗證成果/農糧署 張明郎科長
Accredit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products in Taiwan
Mr. Ming-Lang Chang, Section Chief, Agriculture and Food Agency, Council of Agriculture 

14:00~14:20 臺灣地區有機農產品行銷現況及農夫市集/中興大學 董時叡教授
Present statu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products marketing and farmers market. Prof. Shih-Jui Tu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4:20~14:40 休息 Coffee break
14:40~15:00 有機水稻栽培體系之研發與建立/花蓮場 宣大平課長

Research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organic rice production system
Mr. Dah-Pyng Shung, Section Manager,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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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Time 議  程  主  題

15:00~15:20 有機蔬菜栽培體系之研發與建立/臺中場 戴振洋副研究員
Research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organic vegetable production system
Mr. Chen-Yang Tai, Associate Researcher,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15:20~15:40 有機香蕉生產體系之研發與建立/香蕉研究所 蔣世超博士
Research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organic banana production system
Dr. Shih-Chao Chiang, 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15:40~16:00 國內外天敵在有機農業害蟲防治上的利用/苗栗場 章加寶博士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enemies for the control of insect pests at organic farming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Dr. Chia-Pao Chang, Miaoli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15:40~16:20 農業有益微生物研發與應用/臺中場 蔡宜峰博士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on agriculture
Dr. Yi-Feng Tsai,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16:20~16:30 休息 Coffee break

16:30~17:00 綜合討論 Q/A - Panel discussion

17:00~17:30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有機專區參觀
Visit to organic agriculture research farm in TDARES

17:30 賦歸 Closing Remarks

5月9日

時間Time 參訪行程
Field Trip Program

08:15 由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出發
Depart from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e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09:00 參訪南投縣草屯鎮九九峰有機農場
Visit Mountain 99 organic farm, Caotu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10:30 參訪彰化縣永靖鄉臺盛有機農場
Visit Tai Shen organic farm, Yongjing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11:50 午餐及參訪彰化縣埔心鄉蕈優農場
Lunch and visit Q-Yo Biotechnology farm, Pusin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15:00 參訪彰化縣埔鹽鄉向日葵有機農場
Visit Sunflower organic farm, Puyan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16:30 返回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Return to the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e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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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質米研究團隊研發成果研討會
時間：101年10月17日(星期三)　　　　　　　　　地點：本場綜合大樓大禮堂

時間 議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

第一節：育種、生理及栽培    主持人：高景輝教授，侯福分博士

09:10-09:25 水稻新品種花蓮22號、花蓮23號及花蓮24號之育成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林泰佑

09:25-09:40 良質米品種栽培之生理指標應用研究 農業試驗所賴明信

09:40-09:55 水稻節水栽培技術之建立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呂奇峰

09:55-10:10 優質水稻安全生產標準操作程序之研究 農業試驗所賴明信

10:10-10:25 稻穀儲存損耗與單位體積重量變化量測之探討 中興大學生機系林聖泉

10:25-10:40 米質性狀間之關係及品種差異性 農業試驗所何佳勳

10:40-10:50 休息茶敘

第二節：分子輔助育種-I      主持人：王強生教授，黃文理教授

10:50-11:05 水稻穗上發芽分子標記輔助育種技術之建立 臺灣大學農藝系陳凱儀

11:05-11:20 應用穗上發芽已知耐性基因之分子輔助選育概況 農業試驗所吳東鴻

11:20-11:35 水稻耐旱性狀分子標誌篩選系統之建立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陳榮坤

11:35-11:50 野生稻Oryza officinalis基因導入系之分子標誌分析 農業試驗所李長沛

11:50-12:05 多粒數分子輔助回交後裔之產能評估 農業試驗所吳東鴻

12:05-12:20 水稻抗白葉枯病基因之分子標誌輔助選拔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張瑞炘

12:20-13:30 午餐

第三節：分子輔助育種-II      主持人：鄔宏潘教授，呂秀英研究員

13:30-13:45 運用標誌輔助育種技術堆疊白葉枯病抗性基因至水稻臺
稉九號品種

中興大學農藝系曾雅君

13:45-14:00 水稻臺農67號白葉枯病相關突變品系之轉錄體學研究 農業試驗所林大鈞

14:00-14:15 以分子標誌輔助技術導入白葉枯病抗性基因改良臺南11
號水稻品種之抗病性

中興大學農藝系楊喬安

14:15-14:30 水稻臺農67號抗白葉枯病突變品系之蛋白質體學研究 農業試驗所林大鈞

14:30-14:45 臺灣水稻品種隨機型 SNP 分子標記資料庫的建構與使用 臺灣大學農藝系陳凱儀

14:45-15:00 水稻基因功能評估平臺之建立 農業試驗所林大鈞

15:00-15:15 休息茶敘

第四節：作物營養及耕作制度  主持人：黃裕銘教授，林聖泉教授

15:15-15:30 桃園區水稻合理化肥培管理技術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莊浚釗

15:30-15:45 長期施用化學肥料對水旱田輪作或連作土壤酸鹼值之影響 農業試驗所譚增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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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內容

15:45-16:00 臺南區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之研究及應用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石榆鳳

16:00-16:15 不同水稻品種的氮肥施用量對其利用效率與產量之效應 農業試驗所江志峰

16:15-16:30 長期連輪作對水稻玉米產量及相關的影響 農業試驗所譚增偉

16:30-16:45 氣候變遷下水稻栽培制度調整之研究 農業試驗所卓緯玄

16:45-17:00 因應乾旱危機提升國產糧食自給率之稻田耕作制度調整
研究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詹碧連

17:00-17:30 綜合討論/各節次主持人與張場長致盛

良質米產業發展研討會
時間：101年10月18日(星期四)　　　　　　　　　地點：本場綜合大樓大禮堂

時間 議程主題 主講者

09:00-09:10 報到

09:10-09:30 會議開幕式與團體照

專    題     主持人：鄔教授宏潘
09:30-10:00 臺灣良質米產業發展與成果 李署長蒼郎

10:00-10:30 良質米團隊研發與整合成果 張場長致盛

10:30-10:40 休息

良質米育種與品種鑑定     主持人：高教授景輝、胡教授凱康
10:40-11:00 利用簡單重覆性序列及多重單一核苷酸基因定型技術鑑別國

內、外食米品種
張副教授孟基

11:00-11:20 良質米育種的演變與成果 楊副研究員嘉凌

11:20-11:40 水稻多樣化育種與多樣化利用 吳副研究員永培

11:40-12:00 分子輔助育種的實例－臺南16號 羅分場長正宗

12:00-13:00 午餐、休息

良質米高效栽培     主持人：宋博士勳、呂副所長秀英
13:00-13:20 稻作環境親和栽培之環境影響評估 盧教授虎生

13:20-13:40 良質水稻的健康管理 賴副研究員明信

13:40-14:00 利用累積溫度與資通訊技術提升稻作田間管理效率 呂助理研究員椿棠

14:00-14:20 優質水稻的肥培管理 賴副研究員文龍

良質米耐逆境研究     主持人：侯博士福分、蘇組長宗振
14:20-14:40 水稻耐旱篩選系統與篩選標誌之建立 黃教授文理

14:40-15:00 臺灣水稻抗白葉枯病研究回顧與育種策略 張研究員素貞

15:00-15:20 良質米栽培的蟲害管理 廖副研究員君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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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30 休息

良質米產銷與未來方向     主持人：盧教授虎生、黃教授文理
15:30-15:50 氣候變遷下的良質米生產與展望 蘇組長宗振

15:50-16:10 優良水稻品種與品種權 胡教授凱康

16:10-16:30 稻米產銷專業區的推行與成果 黃科長怡仁

16:30-16:50 專業區的農民凝聚力與產品品質提升 陳執行董事恆學

16:50-17:20 綜合討論

101年度臺中區「水稻新育成品種栽培特性」研習會
日期：101年10月19日(星期五)　　　　　　　　　地點：本場綜合大樓大禮堂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主席致詞 張場長致盛

09:05~09:35 苗栗1號與苗栗2號栽培特性介紹 張研究員素貞

09:35~10:00 高雄147號栽培特性介紹 吳課長志文

10:00~10:30 臺農77、79號栽培特性介紹 李助理研究員長沛

10:30~11:00 臺南14、15、16號栽培特性介紹 羅分場長正宗

11:00~12:00 技術諮詢座談 張場長致盛

水稻栽培管理研習會
日期：101年10月20日(星期六)　　　　　　　　　地點：本場綜合大樓大禮堂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 / 講師
09:00~09:30 報到、領取資料

09:30~09:40 長官致詞 張場長致盛

09:40~10:05 水稻肥培管理 陳助理研究員玟瑾

10:05~10:30 水稻病蟲害防治 廖副研究員君達

10:30~11:05 生產優質稻米栽培管理技術 楊副研究員嘉凌

11:05~11:30 臺灣稻作機械發展歷程 陳助理研究員令錫

11:30~11:50 學員座談及綜合討論 場長、各授課講師及農民學院
臺中區訓練中心

11:50~ 散會及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