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政 部 門 
▲ 一般事務管理 

1. 登錄新購壹萬元以下物品2,229件，壹萬元以上財產2,187件，逐件完成借
用手續。 

2. 舉辦94年度消防安全講(演)習乙次。 

3. 完成財產不定期盤點乙次（94.12月中旬完成），完成財產定期盤點乙次

(94.10.31完成)。 

4. 配合國產局點交作業，辦理部份宿舍之拆除暨不定期環境之整理。 

5. 配合環保署垃圾強制分類作業之宣導及規劃。 

6. 完成上網建置宿舍資料及申報作業。 

7. 各課室、分場孳生物處分共 29件，處分 142,677元。 

8. 辦理上網招、決標及驗收案 65件，決標總金額新台幣 68,530,178元。 

9. 實施經常消耗品集中採購案計花卉介質、電腦耗材、農藥，總計結算金額為
4,110,033。 

10.辦理本場技工、工友及駕駛平時考核、年終考核及差勤紀錄，並予以建檔備

參。 

11.依據本場訂定之員工交通費核發注意事項，辦理核發94年員工交通費補助。 

12. 落實油料管理，持續實施加油卡管理制度。 

13. 配合人事精簡政策，持續辦理勞務外包工作。 

14.調查員工意願，持續提供95年度員工交通車服務。 

15. 製發來賓識別証，換證入場，落實門禁管理，強化場區安全。 

16. 辦理本場孳生物公開標售案，全年上網標售計 5件，總計售價金額為
2,210,360元。 

17. 辦理技工、駕駛退職案，全年計 3人。 

18. 建置本場集中採購線上作業機制。 

19. 完成技工、工友、駕駛人員資料電子檔建置及線上申報作業。 

20. 配合工程執行進度，按月辦理工程標案管理線上填報作業，全年計 6件。 

21. 加強全場網路監控系統，增設室外播音，提供宿舍區資訊網路運用。 
▲九十四年度經費 

項     目 預  算  數 實  支  數 餘    額 
農業管理 157,382,000  157,368,431  13,569  
試驗研究與改良 93,472,000  93,425,995  46,005  
代辦經費 4,795,145  1,084,391  3,710,754  
合    計 255,649,145 251,878,817  3,770,328  



  

▲進修人員 
職    別 姓  名 地   點 
副研究員 林晉卿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 
副研究員 謝明憲 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班 
副研究員 張錦興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班 
助理研究員 彭瑞菊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 
助理研究員 黃瑞彰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 
助理研究員 趙秀淓 國立嘉義大學博士班 

 
▲技術褒獎 

 黃雅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模範公務人員獎 
 林棟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傑出農業人員獎 
 張元聰 中國園藝學會優良基層人員獎 
 陳昇寛 農學團體聯合年會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 

 
▲研究彙報第 45號 

題           目 作      者 
水稻新品種台南11號之育成 林國清 

大蒜遺傳歧異性之研究 趙秀淓、楊藹華 

南瓜實蠅寄主植物之探討   林明瑩、陳昇寬、劉玉章

良質米病蟲害綜合防治研究 鄭安秀、陳紹崇、陳昇寬

郭振欽、方德利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植物保護的模擬實作 宋一鑫、陳昇寬、彭瑞菊

黃榮作 

套管式番茄嫁接機之研製測試 鍾瑞永、鄭榮瑞、劉政宏

許健興、黃圓滿 

 
▲研究彙報第 46號 

題           目 作      者 

水稻連作與綠肥輪作制度下甲烷氣體之釋放及減量研

究 

林經偉、黃山內、陳文雄

劉瑞美、陳世雄 

十字花科蔬菜黑腐病菌血清偵測技術 吳雅芳、陳紹崇、鄭安秀

雲嘉南地區入侵紅火蟻 ( Solenopsis invicta )之分

佈、監測及評估可能擴散之方向  

陳昇寬、宋一鑫、林明瑩

有機栽培水稻紋枯病非農藥防治法之探討  蔣汝國 

採收成熟度及貯運技術對洋桔梗貯運後瓶插壽命之影

響 

王裕權、吳慶杉、林棟樑

張元聰、陳燿煌、王仕賢

黃光亮、沈再木 

數種生長抑制劑對多花菊植株生育之影響 陳燿煌、王裕權、張元聰

王仕賢 

 



  

▲發表於本場刊物之文章 
題      目 作   者 刊物名稱 卷／期

綠蘆筍新品種台南四號之育成 陳水心 台南區農業專訊 51期

外銷洋桔梗栽培技術 孫文章 台南區農業專訊 51期

優質芒果果園管理-開花結實之整備

工作 

張錦興 台南區農業專訊 51期

豆科綠肥作物在果園的栽培與利用  吳昭慧 台南區農業專訊 51期

柑桔窄胸天牛之生態與防治 陳文雄 台南區農業專訊 51期

外銷文心蘭產銷輔導概況 王瑞章 台南區農業專訊 51期

食用白玉米台南22號產銷輔導成果 詹碧連 台南區農業專訊 51期

斑葉月桃之組織培養  陳俊仁 台南區農業專訊 52期

既古老又新奇的怪怪果子-角胡瓜 黃圓滿 台南區農業專訊 52期

芒果栽培管理技術雜談-從今年芒果

著果不良談起 

張錦興 台南區農業專訊 52期

設施小胡瓜合理化肥培管理 林經偉 台南區農業專訊 52期

南改型小型築畦塑膠布舖設機 鄭榮瑞 台南區農業專訊 52期

2005年台灣西瓜節 王美欣 台南區農業專訊 52期

麻豆文旦採收後果園管理要點 張汶肇 台南區農業專訊 53期

夏南瓜簡介與栽培概要 黃圓滿 台南區農業專訊 53期

香草植物病害管理 陳紹崇 台南區農業專訊 53期

甜玉米之合理化施肥技術 林晉卿 台南區農業專訊 53期

外銷甜玉米輔導成果 吳炎融 台南區農業專訊 53期

安全農業-農產品產銷履歷簡介 陳勵勤 台南區農業專訊 53期

台南地區作物合理施肥講習會 黃瑞彰 台南區農業專訊 53期

甘藍新品種台南1號-夏初秋 謝明憲 台南區農業專訊 54期

毛豆新品種台南亞蔬2號 吳昭慧 台南區農業專訊 54期

茂谷柑裂果之發生及預防 張汶肇 台南區農業專訊 54期

蝴蝶蘭低溫貯運的寒害現象及其對開

花品質的影響 

陳耀煌 台南區農業專訊 54期

設施無線遙測監控系統之開發 劉政宏 台南區農業專訊 54期

外銷洋桔梗栽培技術 
孫文章、王瑞章

陳俊仁、胡文若

台南區農業改良

場技術專刊 

No.130

有機栽培作物之病害管理技術 
鄭安秀、陳紹崇

吳雅芳、彭瑞菊

台南區農業改良

場技術專刊 

No.131

肥料特性及合理化施肥 
黃山內等 台南區農業改良

場技術專刊 

No.132

94年度發展地方料理米食套餐蔬果點

心烹藝競賽食譜 

李月寶 台南區農業改良

場技術專刊 

No.133



  

▲94年學術研討會議程 
演   講   題  目 演講者 月份 所屬單位 

斗南鎮農會推廣根莖類作物生產履歷經驗與展望 方煒教授 1月 
台灣大學生物

機電工程系 

綠蘆筍新品種台南4號之育成 陳水心 2月 義竹工作站 

蘿蔔食用鮮嫩莢之開發與利用 陳鴻彬 2月 蔬菜研究室 

糯玉米新品系PWX90-3深層施肥試驗 陳振耕 3月 朴子分場 

芋頭cystatin基因選殖、特性及抗菌之檢定 楊藹華 3月 
生物技術研究

室 

水稻新品種台南11號之育成 林國清 5月 嘉義分場 

毛豆企業化省工大面積栽培研究 吳昭慧 5月 農藝研究室 

超甜玉米新品系比較試驗 吳炎融 6月 朴子分場 

台灣產無針蜂(Trigona ventralis hoozana) 

階級與性別間形態差異比較 
宋一鑫 6月 植保研究室 

採收成熟度對洋桔梗儲運後瓶插壽命之影響 王裕權 7月 花卉研究室 

大蒜遺傳岐異性之研究 趙秀淓 7月 義竹工作站 

台灣芒果品種介紹及未來育種方針之探討 張錦興 8月 果樹研究室 

溫室設施無線遙測監控系統之開發 劉政宏 8月 農機研究室 

三種綠肥在浸水土壤中的礦化作用 林晉卿 8月 土肥研究室 

有機栽培水稻紋枯病非農藥防治 蔣汝國 10月 嘉義分場 

入侵紅火蟻監測及防治研究 陳昇寬 10月 植保研究室 

洋香瓜抗白粉病自交系之育成 黃圓滿 11月 蔬菜研究室 

蘆筍田缺株改善試驗 吳新民 11月 義竹工作站 

文心蘭雜交育種之研究 王瑞章 11月 雲林分場 

草花直播試驗 陳俊元 12月 雲林分場 

國蘭莖腐病防治研究 吳雅芳 12月 植保研究室 

添加叢枝菌根瘤菌育苗介質之開發 黃瑞彰 12月 土肥研究室 

 



  
 行政部門 

本場及各分場站人員 
 
 
◆場長室  
場長 黃山內 
副場長 葉忠川 
 
◆秘書室  
研究員兼秘書 陳文雄 
 
◆人事室  
主任 陳泰中 
課員 蔡嘉訓 
 
◆政風室  
主任 陳泰中 (兼任) 
 
◆會計室  
主任 蕭素香 
課員 曾碧桃 
課員 陳碧玉 
 
◆行政室  
主任 黃雅津 
專員 顏蓮蓉 
專員 齊心怡 
助理研究員 侯惠珍 
課員 吳淑娟 
課員 王秀敏 
辦事員 張寶市 
書記 朱巧玲 
 
 
 

◆作物改良課  
研究員兼課長 王仕賢 
 
◆農藝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楊藹華 
副研究員 蔡承良 
副研究員 吳昭慧 
助理研究員 王雲平 
助理研究員 陳國憲 
 
◆果樹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林棟樑 
副研究員 張錦興 
助理研究員 張汶肇 
助理研究員 石郁琴 
  
◆花卉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陳燿煌 
助理研究員 張元聰 
助理研究員 王裕權 
 
◆蔬菜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謝明憲 
助理研究員 韓錦絲 
助理研究員 黃圓滿 
助理研究員 劉依昌 
 
 
 
 
 



  
 行政部門 

◆作物環境課  
研究員兼課長 鄭榮瑞 
 
◆植物保護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陳紹崇 
研究員 鄭安秀 
助理研究員 黃榮作 
助理研究員 陳昇寬 
助理研究員 彭瑞菊 
助理研究員 宋一鑫 
助理研究員 吳雅芳 
助理研究員 林明瑩 
 
◆土壤肥料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林晉卿 
副研究員 謝元德 
助理研究員 林經偉 
助理研究員 黃瑞彰 
技佐 卓家榮 
 
◆農業機械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鍾瑞永 
助理研究員 劉政宏 
助理研究員 楊清富 
 
◆農業推廣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李月寶 
 
◆推廣教育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李榮華 
助理研究員 盧子淵 
助理研究員 楊尚欽 
 
 
 
 

◆農業經營研究室 
技佐兼主持人 盧水生 
技佐 陳鴻彬 
助理研究員 陳勵勤 
 
◆資訊教材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黃惠琳 
助理研究員 王美欣 
 
◆嘉義分場  
副研究員兼主任 林國清 
助理研究員 郭金條 
助理研究員 蔣汝國 
助理研究員 翁儷倩 
技佐 吳炳奇 
援外技佐 吳文政 
 
◆義竹工作站  
研究員兼主任 連大進 
助理研究員 吳新民 
助理研究員 趙秀淓 
技佐 陳水心 
 
◆朴子分場  
副研究員兼主任 游添榮 
助理研究員 陳振耕 
助理研究員 吳炎融 
援外技士 詹碧連 
 
◆雲林分場  
副研究員兼主任 孫文章 
助理研究員 王瑞章 
助理研究員 陳俊仁 
助理研究員 胡文若 
助理研究員 江汶錦 
 



  
 行政部門 

※人員異動 
離職(退休)人員 
單  位 姓  名 離職日期 
作物改良課 陳富永 94.08.05 
作物改良課 楊允聰 94.07.16(退休)
農業推廣課 黃天福 94.07.16(退休)
作物環境課 許健興 94.05.07 

   
   
   
   
   
   
   
   
   
   

 
 
 
 
 
 
 
 
 
 
 
 
 
 
 
 
 

 
新進人員 
單  位 姓  名 到職日期

嘉義分場 翁儷倩 94.09.30 
雲林分場 江汶錦 94.09.29 
作物改良課 王雲平 94.08.11 
作物環境課 楊清富 94.06.13 
作物改良課 石郁琴 94.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