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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人力配置與業務職掌

單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本場 陳信言 場長 綜理本場業務。

本場 陳昱初 副場長

1.協助場長綜理場務。

2.區域性農業改良，作物育種與農業環境改善

及農業推廣之研究與輔導。

3.農業政策及法令之推行推動。

本場 謝進來 秘書

1.奉襄理場務，審核文稿，並承辦本場綜合性

業務之研究發展規劃、追蹤考核及植物保

護技術改進。

2.主持開標、驗收等工作，各課室業務協調與

推展。

本場 周泳成 研究員

1.土壤肥料研究室、植物保護研究室業務核

轉。

2.農業推廣、食品加工文稿及新聞稿初審。

3.年度關鍵績效指標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各

月重要活動與成果進度控制。

4.科技計畫管理與進度控制、試驗考評事項、

研究紀錄簿記載追蹤及管理。

5.科技計畫先期作業與預算籌編、研究彙報編

輯事宜、學術研討會之籌辦。

6.科技聯絡事項、農業試驗研究聯繫會報、

科技部函送事項及農業科技相關法規之簽

辦。

7.國際交流研習案件、國際農業科技合作及人

才培育之彙辦。

作物改良課 丁文彥
副研究員

兼課長

1.綜理作物改良課業務。

2.執行本場自辦計畫「生育期間淹水對水稻產

量之影響」與「水稻臺東35號氮肥肥效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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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作物改良課 陳振義 副研究員

1.綜理雜糧研究室各項試驗工作及相關業務。

2.雜糧作物育種及栽培技術之研究。

3.香草植物栽培技術及精油萃取之研究。

4.保健產品之研究與開發。

作物改良課 廖勁穎 助理研究員

1.綜理稻作研究室各項試驗工作及相關業務。

2.辦理科技計畫「臺東地區優質及耐逆境水稻

育種」。

3.彙辦會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勘查事宜。

4.臺東地區番荔枝作物及水稻災害指標建置及

減災調適研究。

作物改良課 陳盈方 助理研究員

1.綜理園藝研究室各項試驗工作及相關業務。

2.執行本場科技計畫「臺東地區特色作物加工

技術之研究」、「金針菜臺東7號無硫乾製

品製作技術之研究」、「建構保健作物木

虌果能性產業價值鏈」與「鳯梨釋迦冷凍

保鮮及加工技術之研究」。

3.輔導轄區內小型農村加工並協助青年農民提

送小型試驗合作計畫。

4.配合政策規劃執行臺東區加工打樣中心。

作物改良課 李文南 助理研究員

1.辦理香莢蘭栽培試驗、春石斛育種及栽培

試驗、蕨類育種及栽培試驗、石竹栽培試

驗、深層海水精緻農業館試驗及場區維護。

2.場內溫網室設施維護及管理。

3.協助服務轄區花卉活動資訊諮詢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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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作物改良課 薛銘童 助理研究員

1.臺東地區特色蔬菜育種及量產技術試驗研

究。

2.番杏溫室週年生產技術之研究。

3.建構保健作物木虌果機能性加工產業價值

鏈。

4.臺灣藜殼忌避蝸牛試驗。

5.彙整臺東地區機能性特色作物產業升級及布

局科發基金計畫。

6.金針菜育種、翼豆品種、原生種木虌果品

種、紅莧菜優良品種選育及蠅翼草誘變育

種。

作物改良課 陳敬文 助理研究員

執行科技計畫「洛神葵雜交育種之研究」及政

策型計畫「洛神葵與臺灣藜加工加值化之研

究」。

作物改良課 侯雅玲 助理研究員

1,辦理水稻稻熱病病圃特性檢定。

2,辦理白葉枯病抗病育種試驗品系基因型鑑

別。

3.辦理臺東地區優質及耐逆境水稻育種計畫。

4.臺東35號純化及品種特性檢定。

5.辦理農民學院及關山鎮水稻栽培管理講習課

程。

作物改良課 黃子芸 助理研究員

1.執行科技計畫「臺東特色作物小米及臺灣藜

品種選育」及「原民特色作物栽培技術改

進及加值利用」。

2.政策型計畫「洛神葵與臺灣藜加工加值化之

研究」。

3.執行競爭型計畫「臺灣藜與水稻輪作體系之

建立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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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作物改良課 黃立中 助理研究員
協助水稻育苗、田間插秧等栽培管理事項。

協助分子生物實驗工作。

作物改良課 古復財 技佐 協助雜糧作物栽培及利用。

作物環境課 蔡恕仁
副研究員

兼課長

1.綜理作物環境課業務。

2.辦理科技計畫「洛神葵及其加工產品之農藥

背景調查」。

3.作物病蟲害診斷及鑑定。

4.吉園圃安全蔬果安全用藥、作物病蟲害防治

技術輔導。

作物環境課 黃政龍 副研究員

1.綜理農機研究室綜合性管理業務。

2.辦理鳳梨釋迦粉介殼蟲清除機械試驗改良、

乘坐式水田除草兼施肥機械試驗及鳳梨清

潔機械試驗。

3.辦理研管小組業務。

作物環境課 張繼中 副研究員

1.綜理土壤肥料研究室綜合性管理業務。

2.辦理科技計畫「臺東地區作物施肥技術應用

研究」、「臺東地區有機作物微生物液肥

開發及應用」及產學合作計畫「具生物刺

激素功效有機液肥之生產技術研發」。

3.辦理合理化施肥計畫、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

展計畫。

4.土壤及植體營養診斷分析。

作物環境課 林駿奇 助理研究員

1.綜理植物保護研究室綜合性管理業務。

2.辦理科技計畫「臺東地區水稻重要病蟲害防

治技術之研究與推廣」、委辦計畫「水稻

主要病蟲害防疫體系之建立」、協辦木虌

果及香草產業技術提升計畫。

3.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水稻病蟲害主動監

測。

4.農業天然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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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作物環境課 許育慈 助理研究員

1.辦理科技計畫「臺東地區番荔枝葉蟎類監測

與防治之研究」；協辦木虌果、洛神葵及

臺灣藜計畫。

2.柑桔、番荔枝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

3.作物病蟲害診斷及鑑定、吉園圃安全蔬果安

全用藥、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輔導。

作物環境課 黃文益 助理研究員

1.辦理科技計畫「臺東地區生物性肥料肥功效

田間驗證與整合性施肥方法之建立」。

2.土壤及植體營養診斷及建議。

作物環境課 王誌偉 助理研究員

1.辦理科技計畫「臺東地區有機特色作物輪作

病蟲害管理體系之建立」計畫。

2.開發作物疫病類病害之生物農藥。

3.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

作物環境課 曾祥恩 技佐

1.太陽能乘坐式播種機臺灣藜和小米播種部研

製。

2.太陽能乘坐式播種機黃豆、黑豆和紅豆播種

部研製。

農業推廣課 蘇炳鐸
副研究員

兼課長

1.綜理農業推廣課業務

2.辦理107年度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2.0措施-

農業專業技術團訓練計畫。

農業推廣課 吳菁菁 副研究員

1.辦理田媽媽班及家政班輔導。

2.辦理農村再生暨產業跨域合作計畫。

3.本場刊物編輯與寄送。

4.風味餐食譜研發及推廣事宜。

5.農業區域教學中心廚房及餐廳設施管理。

6.臺東地區食農教育學習成效之研究。

7.辦理轄內新聞媒體聯繫及新聞稿發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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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農業推廣課 詹欽翔 助理研究員

1.青年農民專案輔導推動計畫、107年度改善

農業季節性缺工2.0措施-農業專業技術團訓

練計畫。

2.臺東地區有機農業類訓練成效評估與從農分

析科技計畫、辦理農民學院訓練及原住民族

農業行動學堂業務、107年度實際耕作者從

事農業生產工作認定業務。

農業推廣課 黃薈臻 助理研究員
1.協助辦理資通訊、農民學院教育訓練。

2.協助辦理原住民族農業行動學堂業務。

斑鳩分場 盧柏松
研究員

兼分場長

1.綜理斑鳩分場業務。

2.負責番荔枝育種科技計畫。

3.輔導鳳梨釋迦外銷及大專區運作事宜。

斑鳩分場 江淑雯 副研究員

1.辦理果樹研究室行政業務及果園管理工作。

2.辦理鳳梨釋迦外銷馬來西亞保鮮技術開發計

畫。

3.協辦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試辦計畫。

4.農民學院園藝入門班擔任講師。

5.汛期前災害查報講習擔任講師。

6.辦理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事宜。

斑鳩分場 陳奕君 副研究員

1.辦理果園有機經營研究室(賓朗果園)行政業

務及果園管理之相關工作。

2.執行公共建設－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

畫－有機紅龍果多元利用產品(果皮應用)之

研發。

3.執行科技計畫－罩網處理對柑桔產量及品質

影響之研究及紅龍果栽培技術改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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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斑鳩分場 林延諭 助理研究員

1.執行臺東地區番荔枝作物及水稻災害指標建

置及減災調適研究。

2.辦理農業氣象相關工作。

斑鳩分場 陳筱鈞 助理研究員

1.辦理果樹科技計畫－番荔枝花粉儲藏試驗。

2.辦理果樹科技計畫－刺番荔枝生育調查。

3.彙整斑鳩分場為民服務報表及網頁資料更新

項目等。

秘書室 吳英政 主任 綜理秘書室事務。

秘書室 鄭聯祥 專員 辦理財產管理、研考事務及宿舍管理。

秘書室 劉淑貞 專員 辦理採購、營繕工程及工友管理。

秘書室 郭如雲 課員 辦理出納業務及車輛管理。

秘書室 田文華 書記 辦理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業務。

人事室 吳蕙茗 主任 綜理人事室事務。

人事室 吳玲毓 課員
辦理差勤管理、文康活動、教育訓練、保險待

遇、退休撫卹業務。

主計室 林裕芳 主任 綜理主計室事務。

主計室 楊美紅 課員 辦理會計、統計、主計人事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