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研討與研究報告 

一、本場出版品 

▲研究彙報第 49 號 

題      目 作      者 出版日期 

水稻新品種台南糯 12 號之育成 林國清 96.6 

水稻越光品種安定生產之穗肥診斷技

術的研究 

羅正宗 96.6 

氮肥施用量及栽植密度對水稻植冠截

光能力及光能利用效率之影響  

羅正宗 、 林俊隆 96.6 

綠肥大豆對水稻產量及土壤肥力之影

響  

吳昭慧、吳文政、連大進、

黃山內 

96.6 

應用分子生物技術 PCR-RFLP 分析花

椰菜雜交品種之親本自交不親和類型

陳國憲、楊藹華、王仕賢 96.6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incanae 引起之紫羅蘭細菌性萎凋病

吳雅芳、陳紹崇、黃淑惠、

鄭安秀 

96.6 

▲研究彙報第 50 號 

題      目 作      者 出版日期 

黑豆及毛豆未熟子葉培養體胚增殖及

分化之研究 

王瑞章、葉茂生 96.12 

叢枝菌根菌對番茄在鹽分逆境下生育

影響評估 

黃瑞彰、林晉卿、黃山內 96.12 

木瓜黑腐病之研究  鄭安秀、吳雅芳、郭源燿、

黃淑惠 

96.12 

文心蘭切花影像分級技術之研究 楊清富、鄭榮瑞、鍾瑞永 96.12 

洋桔梗育苗技術探討 王裕權、張元聰 96.12 

作畦對洋桔梗生育及切花品質之影響 王裕權、張元聰、陳燿煌 96.12 

▲技術專刊 

書    名 作    者 出版日期 

優質麻豆文旦栽培管理技術 張汶肇、林明瑩、林棟樑、卓

家榮、陳紹崇 

96.6 

台灣蘆筍品種與栽培技術 陳水心、楊藹華、鄭安秀、陳

文雄 

96.9 



▲台南區農業專訊 

題      目 作      者 期數 出版日期 

台南地區95年秋作洋香瓜病毒病害

發生概況及因應對策 

彭瑞菊 59 96.3 

無花果栽培技術 孫文章、王瑞章、陳俊

仁、胡文若 

59 96.3 

茂谷柑果實日燒發生現象及預防 張汶肇、張錦興、林棟

樑 

59 96.3 

農產品進出口檢疫處理技術研發現

況 

林棟樑 59 96.3 

農產品產銷履歷之執行及申請作業 陳勵勤 59 96.3 

傳統農業轉型創新機－雲科生態休

閒農場 

王美欣 59 96.3 

食用白糯玉米新品種台南 23 號 陳振耕、游添榮 60 96.6 

明尼桔柚栽培管理技術 張汶肇、張錦興、林棟

樑 

60 96.6 

集水區果園土壤肥培技術改進 林經偉、卓家榮、林晉

卿、吳建銘、黃瑞彰 

60 96.6 

利用影像技術進行文心蘭切花分級 楊清富、鄭榮瑞、鍾瑞

永、林子傑 

60 96.6 

木瓜外銷供果園基因轉殖檢測 楊藹華、陳國憲、顏雯

玲 

60 96.6 

有機發芽糙米的利用 蔣汝國 61 96.9 

木瓜黑腐病之發生與防治 鄭安秀、吳雅芳、郭源

燿 

61 96.9 

溫室設施搬運輸送裝置之開發 楊清富、鄭榮瑞、鍾瑞

永、林子傑 

61 96.9 

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理實例 黃瑞彰、黃山內、林晉

卿、卓家榮、吳建銘、

林經偉 

61 96.9 

一群來自蔬菜專業區的專業農民-

西螺蔬菜產銷班第 85 班 

王美欣 61 96.9 

96 年度麻豆文旦品質評鑑會優勝者

出爐-柚農郭陳翠香三年霸 

張汶肇 61 96.9 

台南區農業改良場辦理之園丁訓練

活動紀實 

李榮華 61 96.9 

夏季番茄栽培技術 劉依昌、謝明憲、王仕 62 96.12 



賢 

多年生景觀植物之搜集與應用 陳俊仁、胡文若、王瑞

章、孫文章 

62 96.12 

雲嘉南96年一期作水稻稻熱病之發

生 

彭瑞菊、陳紹崇、黃榮

作 

62 96.12 

福壽螺之生態及藥劑防治現況 陳昇寬、黃榮作、李兆

彬 

62 96.12 

太保有機米十年有成-十大績優產

銷班獲獎實至名歸 

王美欣 62 96.12 

「2007 繽紛雲嘉南-台灣農業亮起

來」活動報導 

黃惠琳 62 96.12 

 

二、發表於場外之文章 

題目 作者 刊名／研討會名稱 
發表

日期

有機農產品之行銷及其遭遇困難 黃山內、黃瑞彰 96 年台南市有機農業發

展研討會論文集 
96.9

台灣地區有機農業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黃山內、黃瑞彰 2007 亞洲樂活有機產業

展望與商機』國際研討

會論文集 

96.9

永續園藝生產體系之建立 黃山內、黃瑞彰 
國際園藝論壇─園藝資

源利用與發展研討會 
96.12

台灣有機農業 20 年─談理念與實踐 黃山內、黃瑞彰 有機栽培研討會 96.12

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理 
黃山內、黃瑞彰、

林晉卿 

土壤肥料專訊（ISSN 

0253-8954） 
96.12

新型控釋型肥料之開發及應用 
黃山內、林晉卿、

吳建銘、江汶錦 

96 年度土壤肥料成果交

流與展望研討會專刊 
96.12

雙層介質顆粒盆植蝴蝶蘭之研究 
林晉卿、黃山內、

吳建銘、周宗毅 

土壤肥料專訊（ISSN 

0253-8954） 
96.12

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理實例 黃山內、黃瑞彰、

林晉卿 
農業世界雜誌 96.8

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理實例（上） 
黃山內、黃瑞彰、

林晉卿 
豐年 96.12

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理實例（下） 
黃山內、黃瑞彰、

林晉卿 
豐年 96.12

亞熱帶甘藍類蔬菜育種挑戰及機會 王仕賢、林棟樑、

謝明憲 

蔬菜品種改良及栽培技

術改進計畫成果研討會

96.11

串收蕃茄生產技術 王仕賢 台灣蔬菜產業生產現況

及發展研討會 

96.11



不同遮光處理對茂谷柑果實日燒發生

之影響  

張汶肇、張錦興、

林棟樑 

台灣園藝(摘要) 96.12

台灣首次報導引起十字花科蔬菜細菌

性斑點病之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raphani 

吳雅芳、陳紹崇、

黃淑惠、鄭安秀 
植病會刊 16：87-90 96

作物細菌病害診斷鑑定案例 
鄭安秀、吳雅芳、

林志鴻、王肇芬 

植物重要防疫檢疫病害

診斷鑑定技術研習會專

刊（六）p95-108 

96

不同溫度下番茄夜蛾 (鱗翅目：夜蛾

科) 在結球萵苣上之生活史 

林明瑩、黃啟鐘、

陳昇寬、陳文雄 
植保會刊 49: 27-37 96

以網室栽培木瓜進行非疫生產點可行

性探討 

林明瑩、宋一鑫、

陳昇寬 
農業世界 284: 64-70 96

台灣產數種蘆蜂之鑑定 宋一鑫 
自然保育季刊 59: 

48-53 
96

入侵紅火蟻發生區(嘉義地區)之地棲

昆蟲相初步調查入侵紅火蟻發生區

(嘉義地區)之地棲昆蟲相初步調查 

陳昇寬、楊正澤、

蔡正隆 
昆蟲學會論文宣讀 96

嘉義地區入侵紅火蟻防治效果評估及

監測調查概況 

黃莉欣、蘇文瀛、

高清文、陳昇寬、

林明瑩、黃守宏、

楊正澤、唐立正、

蕭文鳳、黃國誠、

方水升、陳建智、

莊春梅、郭克忠、

李木川 

豐年 57(19)：48-55 96

番茄病毒病害與媒介昆蟲關係探討 
彭瑞菊、陳昇寬、

鄭安秀 

農業世界雜誌 281：

28-31 
96

瓜類病毒病害與傳播蟲媒 
黃莉欣、彭瑞菊、

陳宗祺 
植物病蟲害防治摺頁 96

預防洋香瓜病毒病害發生及蔓延危害 彭瑞菊 豐年 57(20)：53-56 96

番茄病毒病害與媒介昆蟲關係之探討 彭瑞菊 
2007 植物蟲媒病害及防

治研討會專刊。p59-72
96

落花生品種與栽培技術改良 陳國憲、楊藹華、

王雲平 

雜糧作物研究年報 96.8

糧食作物生產之變遷與未來發展 羅正宗、黃山內 台灣植物保護發展願景

研討會專刊 

96.11

六甲鄉外銷米專業區輔導生產成果報

告 

黃山內、林國清、

羅正宗 

農政與農情 96.1

利用生育度數建立水稻品種收穫適期 陳榮坤、羅正宗 台灣農藝學會96年年會 96.4

稻米品質早期世代育種選拔指標的研

究 

劉啟東、張家華、

羅正宗 

台灣農藝學會96年年會 96.4

Trapp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Stress-Responsive Gene, Aldose 

Reductase, from T-DNA tagging 

Yan-Ni Lee、

Jeng-Chung Lo、

Chi-Chu Tsai、

台灣農藝學會96年年會 96.4



lines in rice Wei-Chih Lin、

Wen-Lii Huang 

日光穿透率對水稻與雜草競爭之影響 羅正宗、周研凌 徐

偉倫、劉啟東 

台灣農藝學會96年年會 96.4

台灣文心蘭栽培現況及切花生產養液

栽培技術之開發 

陳燿煌、王裕權、

張元聰、王仕賢 

台灣國際蘭展國際蘭花

研討會專輯 

96.12

產銷履歷觀念運用於中草藥生產管理 陳勵勤 
中草藥種植及產銷資訊

研討會 
96.12

 
 

三、96 年度學術研討會議程 

月/日 題    目 主講人 所屬單位 

1/12 亞洲地區蔬菜花卉種子生產現況與趨勢 王麗棻 純真種子公司

副總裁 

3/12 柑桔窄胸天牛之生活史族群調查及防治探討 林明瑩 植保研究室 

3/12 六年來楠西地區楊桃細菌性斑點病發生控制與擴散 彭瑞菊 植保研究室 

3/12 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理改良實例 黃瑞彰 土肥研究室 

5/7 水稻雜交早期世代優良性狀選拔技術的建立 羅正宗 嘉義分場 

5/7 栽培介質對盆栽文心蘭生育與開花品質之影響 王瑞章 雲林分場 

5/7 廚餘堆肥控制與質量、化學特性變化關係之探討 林子傑 農機研究室 

6/13 日本耕地土壤主要相關化學性質的變遷 今井秀夫 亞太糧肥中心

副主任 

7/2 雲嘉南地區田媽媽班副業經營效益之研究 李月寶 農業推廣課 

7/2 番茄品種及根砧不同嫁接組合對果實產量及品質之

影響 

韓錦絲 蔬菜研究室 

7/2 耕作模式調整對雲嘉南地區農業生態影響及其經營

管理 

吳炎融 朴子分場 

9/10 不同栽培模式對洋桔梗生育及切花品質之影響 王裕權 花卉研究室 

9/10 苞舌蘭之育種 陳俊仁 雲林分場 

9/10 有機糙米的利用 蔣汝國 嘉義分場 

9/28 砷污染土壤之復育 郭秀 美國華盛頓州

立大學 

11/15 丹蔘栽培研究展望 吳新民 義竹工作站 

11/15 甜玉米品種在不同播種期之最適採收期研究 詹碧連 朴子分場 

11/15 木瓜黑腐病防治之研究 鄭安秀 植保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