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政 部 門 
▲ 一般事務管理 

1. 舉辦95年度消防安全講(演)習乙次。 

2. 完成財產定期盤點乙次(95.12月中旬)。 

3. 完成舊場用地及建物點交作業(95年1月18日)；完成嘉義分場用地海豐段

海豐小段653地號及地上建物點交作業(95年3月6日)。 

4. 配合環保署垃圾強制分類作業之宣導及規劃。 

5. 辦理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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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件，處分 343,456元。 

8. 辦理上網招、決標及驗收案 73件，決標總金額新台幣 84,993,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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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試藥等，總
計結算金額為4,29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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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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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度員工交通車服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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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117元。 

16. 辦理技工、駕駛退職案，全年計 1人。 

17. 建置本場集中採購線上作業機制。 

18. 完成技工、工友、駕駛人員資料電子檔建置及線上申報作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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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件。 

20. 加強全場網路監控系統，增設 LED電子看板裝置，以利農業政策推廣。 

21. 爭取本場及分場站公務車輛汰換，獲准更新八人座廂型車 5部。 



  
  

22. 爭取行政大樓及農業推廣課第二部電梯增設，獲准經費預算 2,740,000元在
案。 

 
 
 

▲九十五年度經費 

項     目 預  算  數 實  支  數 餘    額 
農業管理 165,678,000  161,675,841  4,002,159  
試驗研究與改良 98,148,000  91,633,800  6,514,200  
代辦經費 17,268,354  7,180,914  10,087,440  
合    計 281,094,354 260,490,555  20,603,799  

▲進修人員 

職    別 姓  名 地   點 
研究員兼課長 鄭榮瑞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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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員 陳昇寬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 

▲技術褒獎 

 孫文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優秀農業人員 
 謝明憲 台灣種苗改進協會種苗發展貢獻獎 
 鍾瑞永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農機推廣成就獎 
 王裕權  台灣園藝學會優良基層人員獎 
 黃瑞彰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推廣研究獎 

▲研究彙報第 47號 

題           目 作      者 
芒果果實生長後期使用 AVG 對果實品質之影響研究初張錦興、張汶肇、林棟樑



  
  

報 

栽培介質對盆栽文心蘭生育與開花品質之影響 
王瑞章、孫文章、胡文若、

陳俊仁、江汶錦 

三種綠肥在浸水土壤可溶性有機碳的變化 
林晉卿、楊秋忠、林宏鋕、

黃山內 

除草劑 Quizalofop-p-tefuryl 對落花生田禾本科雜

草之防除效果 

陳國憲、楊藹華、王仕賢、

陳富永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出版品訂購網之建置與評估 黃惠琳、王美欣 

2005台灣國際蘭展及機場蘭花展示效益之探討 黃惠琳 

 

 

▲研究彙報第 48號 

題           目 作      者 

星辰花細菌性萎凋病之研究 吳雅芳、陳紹崇、黃淑惠、

鄭安秀 

番茄黃化捲葉病毒田間監測及銀葉粉蝨傳毒試驗 彭瑞菊、陳昇寬 

楠西地區楊桃細菌性斑點病發生、剷除與擴散 彭瑞菊、鄭安秀 

內生菌根菌對番茄生育及逆境之評估與利用 黃瑞彰、林晉卿、黃山內

文心蘭切花生產水耕栽培技術之開發 陳燿煌、王裕權、張元聰、

王仕賢 

洋桔梗育苗技術之研究 王裕權、張元聰、陳燿煌、

王仕賢、吳慶杉 

▲發表於本場刊物之文章 

題      目 作   者 刊物名稱 卷／期

水稻新品種－台南糯12號 林國清 台南區農業專訊 55期

休閒景觀植物栽培技術及應用 陳俊仁 台南區農業專訊 55期

台南區瓜類病毒病害的種類及分佈 彭瑞菊 台南區農業專訊 55期

台南地區夜盜蟲類之發生與防治  陳文雄 台南區農業專訊 55期

溫溼度校正系統簡介 劉政宏 台南區農業專訊 55期

由「第一屆優質安全洋香瓜競賽」談品牌行銷 黃圓滿 台南區農業專訊 55期

觀賞玉米的栽培與應用 張元聰 台南區農業專訊 56期



  
  

恢復菊花採穗母株幼年性技術簡介 胡文若 台南區農業專訊 56期

梅山地區國蘭病蟲害調查與研究 吳雅芳 台南區農業專訊 56期

農田地利綜合改善技術 黃瑞彰 台南區農業專訊 56期

穴盤蔬菜幼苗移植自動化系統之研發 楊清富 台南區農業專訊 56期

九十四年雲林地區文旦評鑑檢討與建議 張汶肇 台南區農業專訊 56期

小果番茄新品種「台南亞蔬19號」 劉依昌 台南區農業專訊 57期

富觀賞趣味之蛇瓜簡介 黃圓滿 台南區農業專訊 57期

甜柿栽培土壤及施肥管理技術 林經偉 台南區農業專訊 57期

後壁鄉稻米－夢美人產銷輔導 蔣汝國 台南區農業專訊 57期

花卉微體繁殖技術 胡文若 台南區農業專訊 58期

控制型肥料的製作及應用 林晉卿 台南區農業專訊 58期

近紅外線非破壞性水果品質檢測器 鄭榮瑞 台南區農業專訊 58期

安全農業－實施農產品產銷履歷個案分析 陳勵勤 台南區農業專訊 58期

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理技術觀摩會 黃瑞彰 台南區農業專訊 58期

2006能源作物栽培利用展示暨農業發展成果推

廣活動 

盧水生 台南區農業專訊 58期



  
  

▲95年學術研討會議程 

題             目 演講者 月份 所屬單位 

紅色小果番茄台南亞蔬 19號之育成 劉依昌 1 月 蔬菜研究室 

水稻新品種台南糯 12號之育成 林國清 1月 嘉義分場 

毛豆新品種台南亞蔬 2號之育成 吳昭慧 1月 農藝研究室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出版品訂購網之建置與評估 黃惠琳 3月 資訊研究室 

天然災害對麻豆鎮柚類果樹枯死原因之調查 張汶肇 3月 果樹研究室 

穴盤蔬菜栽培小穴格移植系統之開發 楊清富 3月 農機研究室 

文心蘭無介質栽培體系之建立 陳燿煌 5月 花卉研究室 

芒果果實生長後期使用 AVG對果實品質之影響初報 張錦興 5月 果樹研究室 

設施蔬花生產管理作業自動化系統之開發應用 劉政宏 5月 農械研究室 

花卉微體繁殖技術 胡文若 7月 雲林分場 

提昇良質米品質栽培研究 吳炳奇 7月 嘉義分場 

廣泛性抗多種番茄斑萎病毒屬病毒轉基因作物之開發 彭瑞菊 9月 植保研究室 

火龍果果腐病之發生及防治研究 陳紹崇 9月 植保研究室 

星辰花早花品種選育之研究 張元聰 9月 花卉研究室 

添加廢棄物促進掩埋綠肥的腐植化作用之研究 林晉卿 11月 土肥研究室 

台灣能源大豆之生產與改進措施 連大進 11月 義竹工作站 

洋桔梗育苗技術之研究 王裕權 11月 花卉研究室 

 



  
  

本場及各分場站人員 

 
◆場長室  
場長 黃山內 
研究員兼副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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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員兼主持人 連大進 
副研究員 吳昭慧 
助理研究員 陳國憲 
助理研究員 江汶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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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環境課  
研究員兼課長 鄭榮瑞 
研究員 鄭安秀 
 
 



  

◆植物保護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陳紹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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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員 吳建銘 
技佐 卓家榮 
 
◆農業機械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鍾瑞永 
助理研究員 楊清富 
助理研究員 林子傑 
 
◆農業推廣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李月寶 
研究員 李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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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正宗 
技佐 吳炳奇 
派用技佐 吳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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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用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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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異動 

離職(退休)人員 
單  位 姓  名 離職日期

嘉義分場 翁儷倩 95.05.01 
農業推廣課 林富雄 95.07.11 

（退休）

作物改良課 蔡承良 95.08.09 
作物環境課 劉政宏 95.09.01 
作物改良課 王雲平 95.11.30 

 
新進人員 
單  位 姓  名 到職日期

農業推廣課 李賢德 95.08.23 
作物環境課 吳建銘 95.10.30 
嘉義分場 羅正宗 95.11.01 

 

◆義竹工作站  
副研究員兼主任 楊藹華 
助理研究員 吳新民 
助理研究員 趙秀淓 
技佐 陳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