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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篇  人物誌

▎▎ 第一章▎歷任場長簡歷及主要政績

▎◆ 第一節▎第一任場長▎

姓  名：廖上池

籍  貫：臺灣省臺中市

出生年月日：民國10年3月2日

職  等：薦任技正

任職期間：自37年8月13日至41年4月24日

學  歷：日本東京農業大學畢業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引進鳳梨種原進行混合選種及試種，民國40年鳳梨試植成功，奠定往後在臺東

區大面積推廣之基礎，並開始引進外國玉米品種進行觀察試驗。

(二)	配合本區水利不足、旱地較多之特性，推廣栽培陸稻，並致力於陸稻品種選育

及栽培技術改進。民國41年本區陸稻第1、2期之栽培面積1,700公頃。

(三)	民國40年開始墾闢斑鳩荒地成立斑鳩工作站，引進晚崙西亞甜橙品種，設置晚

崙西亞甜橙母樹園，試種、篩選、繁殖推廣品種。

(四)	繁殖推廣盤克夏種豬，並指導豬、牛等家畜人工授精技術。

(五)	試驗發現利用適量碘化鹽飼餵懷妊母豬可以預防缺乏碘之地區產生無毛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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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體建設方面：接收光復前房舍，包括單層場長宿舍1棟(114平方公尺)、職 

員宿舍10棟共17戶，建坪計899平方公尺，油庫及倉庫各1棟計39.9平方公尺。

三、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接任臺灣光復後本場首任場長，就任時本場仍未改組，機關名稱為「臺東縣農

林總場」，掌管之人員及業務包括農業及畜牧二個項目。

(二)	配合民國39年11月本場改組成立「臺灣省臺東區農林改良場」(隸屬於臺灣省政

府農林廳)，重新進行人事及行政業務之調整安排。

▎◆ 第二節▎第二任場長

姓  名：饒烈

籍  貫：福建省龍巖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前13年7月15日

職  等：簡任三階七級

任職期間：自41年4月24日至53年11月30日

學  歷：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農學科大學畢業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配合水土保持設施促進臺東區山坡地及河川地之開發與利用，獎勵栽培鳳梨，

並於民國43年開始在斑鳩工作站栽培繁殖晚崙西亞甜橙母樹園7.5公頃。使原先

極少栽培之面積快速增加至民國53年鳳梨栽培面積達1,700公頃，占全省之10％



第陸篇‧人物誌

page 263

，產量則占全省之21％；晚崙西亞甜橙栽培面積為165公頃，形成本區之主要特

產作物。因鳳梨之推廣成功，帶動臺鳳公司鳳梨製罐工廠等農產品加工廠之陸

續設立。

(二)	致力小米之育種、栽培、病蟲害防治及推廣，育成小米臺東1~6號6個新品種，

較原有山地品種增產32％，推廣面積1,375公頃。

(三)	育成命名推廣5個水稻新品種，臺東1號、臺東16號、臺東24號、臺東25號及臺

東26號。以及育成東陸159號、東陸314號，東陸331號3個適於看天田種植之陸

稻品種。

(四)	水稻寬行密植試驗成功，以行株25×10~15公分，增施氮肥50％，可提高稻米單

位面積產量16~30％。

(五)	推廣水田冬季裡作大豆，於民國53年本區之大豆栽培面積達200公頃。

(六)	輔導於山地種植香水茅，民國53年栽培面積達1萬公頃，占全省栽培面積之49％

，產量占全省之55％。

(七)	育成蓖麻品種臺東1~5號，並繁殖推廣「佐久間」品種，面積約1,000公頃。

(八)	輔導推廣瓊麻，使其全區栽培面積增至814公頃。

(九)	繁殖推廣種豬盤克夏、漢布夏、約克夏3品種、種雞來克亨、蘆花、紐漢西3品

種及陸地鴨1品種。

(十)	改進家畜人工授精技術，豬人工授精用精液，改用脫脂奶粉保存液保存，使精

液保存時間延長，受胎率提高。牛人工授精改用直腸固定深部注入受精，穩定

並提高受胎率。

(十一)	篩選優良牧草品種，推廣禾本科、天竺草、狼尾草、潘古拉草、刁生草、鴿

草及豆科熱帶葛藤、營多藤及山珠豆等。

二、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44年興建完成職員宿舍單層1棟共2戶(57.5平方公尺)。

(二)	民國48年興建完成特作場(考種室)單層1棟(168.7平方公尺)。

(三)	民國51年建造完成斑鳩果樹研究室單層1棟(168.8平方公尺)，農機工廠(附油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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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層1棟(242.3平方公尺)，職員宿舍單層3棟34戶(116.8平方公尺)及技工宿舍單

層1棟計5戶(145.8平方公尺)。

三、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配合民國41年5月「臺灣省農業試驗所臺東分所熱帶農業試驗分所」裁併本場，

進行人事、行政業務調整。

(二)	民國49年7月本場改稱「臺灣省臺東區農業改良場」，執掌之試驗研究、推廣業

務範圍仍包括農業及畜牧。

(三)	增加6個練習生員額，並予補實。

▎◆ 第三節▎第三任場長

姓  名：鄭肇城

籍  貫：福建省長樂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1年10月5日

職  等：簡任五級

任職期間：自53年12月1日至57年2月24日

學  歷：江蘇私立南通學院農科農藝系畢業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配合水稻栽培新技術之開發，臺東區全面推廣水稻寬行密植栽培，施肥改進，

提高稻米單位面積產量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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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繼續推廣賀爾蒙處理調節花期、密植栽培鳳梨及種植晚崙西亞甜橙，進行肥

培、病蟲害防治試驗。至民國57年鳳梨栽培面積3,148公頃、晚崙西亞甜橙861

公頃，分別占全省之19％及29％。

(三)	育成命名臺東選1~6號六個小米品種。並推廣此新品種，臺東區栽培面積2,022

公頃，全省達5,861公頃。

(四)	發現番荔枝冬天亦可結果之特性，開始試驗發展利用整枝修剪調節產期之技術。

(五)	積極進行玉米雜交品種、綜合品種篩選、糊籽栽培及肥料、病蟲害試驗，推廣

水田及旱地栽培玉米，面積增為5,200公頃。

(六)	開始進行坡地農耕機械化之研究，研製割草機、中耕機及耕耘機等，引導農機

試驗方向以解決坡地問題為重點。

(七)	在山坡地推廣牧草飼養肉牛，並進行利用牧草飼養肉豬試驗。

二、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54年興建完成單層植保室1棟(150平方公尺)。

(二)	民國56年籌建完成2層辦公大樓(宏農大樓)1棟(1,284平方公尺)、農推中心單層1

棟(84平方公尺)，稻作室單層1棟(176平方公尺)，職員宿舍3棟共12戶(417.6平方

公尺)及單層單身宿舍1棟(96平方公尺)。

三、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6名練習生納編為技佐。

(二)	民國55年配合全省性稻作病蟲害發生預測制度之建立，晉用3名植物保護預測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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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第四任場長

姓  名：施名南

籍  貫：甘肅省鎮原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13年8月8日

職  等：簡任七級

任職期間：自57年2月24日至59年4月24日

學  歷：國立政治大學墾務科畢業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推行水稻插秧機示範，面積達200公頃以上，每公頃可增產2~5％，節省經營成

本34~50％。

(二)	致力於鳳梨、晚崙西亞甜橙之肥料試驗，繼續推廣該兩種作物，維持全區鳳梨

栽培面積為2,027公頃，晚崙西亞甜橙則增至915公頃，占全省之23％，並盡力

催收歷年來本場推廣之晚崙西亞甜橙苗木貸款。

(三)	繼續試驗推廣小米新品種及栽培技術，使其栽培面積在本區維持2,030公頃，全

省為4,795公頃。

(四)	於豐里試驗地成立土壤肥力測定站，服務農民檢測土壤肥力。

(五)	利用牧草養豬試驗成功推廣全省仿效，可節省飼料20％，提高豬品質及母豬受

胎率。並在果園中推廣飼養白色火雞。

二、硬體建設方面：新闢豐里試驗地共4.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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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第五任場長

姓  名：陳師亮

籍  貫：福建省平潭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6年12月19日

職  等：簡任十等

任職期間：自59年12月21日至72年2月1日

學  歷：福建省省立農學院農藝學系畢業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調整豐里試驗地為專責雜糧試驗工作。

(二)	建立定期舉辦研究人員學術研討會之制度。

(三)	整理彙辦本場由民國45年至71年之試驗研究資料，印成6輯試驗報告、70年試驗

研究年報及本場簡介1冊。

(四)	擴大開墾賓朗果園至20公頃，完成綜合性水土保持處理，供作各種農業機械之

試驗研究場地，發展坡地果園農機之研製及試驗。研成推廣坡地搬運車，並完

成震動式採果機、坡地果園油壓作業母機及掘穴機、割草機、段軸搬運車、柑

桔分級機之設計研製。

(五)	繼續加強小米、鳳梨、晚崙西亞甜橙栽培試驗，並建立桶柑母樹園，全區小米

推廣面積最高曾達2,084公頃，柑桔達2,300公頃，其中晚崙西亞甜橙為1,131公

頃，其總產量占全省之65％。

(六)	著重於抗病、抗風、豐產、米質優、適合機械收割之水稻育種目標，育成命名

水稻臺東27號、28號、29號等3個品種。

(七)	致力水稻省工栽培技術之開發。試驗推廣機械插秧露地育苗法，不僅操作較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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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育苗方便，且節省資材及勞力費用約一倍；並推展水稻直播省工栽培，經試

驗、示範推廣至71年2期面積達1,992公頃。

(八)	配合水稻病蟲害之預測制度及稻熱病、紋枯病、螟蟲、鐵甲蟲、薊馬、縱捲葉

蟲、褐飛蝨、負泥蟲等主要病蟲害之生態調查及防治試驗成果，於民國67年起

創辦稻作病蟲害經濟防治示範，以正確之防治時期配合經濟有效之藥劑，全區

示範防治主要之水稻病蟲害，不僅效果顯著，並節省噴藥成本，增加稻穀產量。

(九)	檢測發現臺東縣沿海東河、成功、長濱三鄉鎮稻田土壤嚴重缺鋅，經推廣施用

氧化鋅每公頃30~50公斤，使稻穀產量增加25％以上。

(十)	水田引入花生、大豆、玉米等雜糧作物，進行輪作試驗，開始推廣不整地裡作

玉米，並配合研發耕耘機承載式播種機進行玉米省工栽培。致力於旱坡地玉米

之選育、栽培試驗及推廣，使玉米在本區之栽培面積大增，至民國71年達6,184

公頃，成為農民之重要收入。

(十一)	研究推廣番荔枝利用整枝修剪、施肥技術調節產期，達到一年兩收，提高果

農收益。奠定番荔枝栽培面積增加並成為臺東區主要特產作物之基礎。

(十二)	試驗推廣栽培金針菜，至民國71年全區栽培面積最高達510公頃，占全省之52

％。並引進金針菜、金針花種原進行選育，育成命名臺東選1~5號5個金針花

觀賞品種。

(十三)	大量培育木瓜優良品種苗木，推廣種植並進行木瓜黑腐病、白粉病、黑點病

之研究防治，至民國71年全區栽培面積達1,497公頃，占全省之52％。

(十四)	辦理百香果栽培、性狀調查、施肥及天牛蟲害防治等試驗，推廣種植百香果

由民國70年開始至72年面積達600公頃，占全省之43％。

(十五)	進行肉牛、種豬改良。以聖達牛為回交親本成功改進原有優良種牛之肉產

量；利用種豬藍瑞斯及約克夏之雜交第一代，與漢布夏之雜交後代育成適於

外銷之品種，而與杜洛克之雜交後代則育成適於內銷之品種。

(十六)	開發沼氣池攪拌器解決沼氣池沼氣之堵塞問題，鼓勵農牧綜合經營示範戶建

造沼氣池，利用廉價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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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59年興建完成雙層農業推廣中心1棟(216平方公尺)，豐里試驗地辦公室單

層1棟(236.5平方公尺)，單層倉庫1棟(79.4平方公尺)，曬場1處(450平方公尺)，

並於斑鳩工作站建造水池2座(各113.1平方公尺)及單層員工宿舍1棟(273.8平方公

尺)。

(二)	自民國59年起擴大開墾賓朗果園至20公頃，完成綜合性水土保持處理，新闢4

公尺寬環山幹道1條長3,400公尺，農路5,400公尺，建蓄水池200噸1座，80噸4

座，灌溉幹管1,742公尺、支管3,684公尺供牧草6公頃及果園20公頃灌溉用。

(三)	民國61年興建完成賓朗果園作業室單層1棟(108平方公尺)。

(四)	民國63年興建完成賓朗果園作業室1棟(64.8平方公尺)及斑鳩工作站圍牆1,800平

方公尺。

(五)	民國66年於斑鳩工作站建造完成守望室1間(22.1平方公尺)及蓄水池1座(95平方

公尺)。

(六)	民國67年完成2層土壤肥料館1棟(256平方公尺)及溫室1間(125平方公尺)。

(七)	民國68年建造完成單層倉庫(129.6平方公尺)及烘乾室(132.6平方公尺)各1棟。

(八)	民國70年完成2層樓作業室(192.5平方公尺)及斑鳩工作站單層園藝館(180.5平方

公尺)各1棟。

(九)	民國71年興建完成陰棚1座(118.3平方公尺)及豐里試驗地單層雜糧館1棟(161.5

平方公尺)。

三、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民國65年4月畜牧業務劃歸臺灣省畜產試驗所統轄，劃出本場之單位為畜牧課

計3個股包括職員12人、技工、工友16人，共28人。同年並將農藝課(設4股)

取消擴充為作物改良課(設3股)及作物環境課(設3股)。

(二)	 將3個植物保護預測員納編為技佐。

(三)	配合行政院頒布「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之「改革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之制度及組

織、修正組織編制」，於民國70年1月將技佐、技士及技正修改為助理、助理研

究員、副研究員及研究員。並晉用較高學歷(碩士)技術人員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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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第六任場長

姓  名：張學琨

籍  貫：臺灣省雲林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21年7月20日

職  等：簡任十等

任職期間：自72年2月1日至75年12月31日

學  歷：日本北海道大學農學部農學博士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積極爭取研究經費，加強重點試驗工作之推展，至75年度全年總經費已擴增為

接任時(72年度)之1.69倍。

(二)	編印出版本場71~74年年報4期，臺東區農業推廣簡訊創刊號。

(三)	設立電腦室，將試驗成果資料及行政文書，進行電腦化處理，提高工作效率。

(四)	成立特作研究室，開創藥用植物之研究及開發工作，並蒐集國內外種原，闢建

栽培展示圃，建立本場推展藥用作物之契機。並開始著手蝴蝶蘭之育種及栽培

試驗。

(五)	開發食用菌類之利用，調查本區可食蕈種類，進行香菇耐熱品系選拔及速成栽

培法、夏季木耳及靈芝之栽培法改進。篩選出在攝氏32度氣溫下能發菇之香菇

品系2個，使用玉米穗軸粉碎物添加P.G.L.培養液進行塑膠包栽培，可將150天之

菌絲培養期縮短為60~65天。

(六)	配合抗銹病品系篩選，繼續推廣金針菜全區面積維持在500~550公頃，占全省之

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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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進行百香果萌芽、修剪及肥料試驗，繼續推廣百香果，全區栽培面積為598~194

公頃，占全省之31~52％。

(八)	執行木瓜黑點病之研究防治及冬季葉部真菌性病害防治，推廣種植木瓜，全區

栽培面積於民國76年達1,682公頃，占全省之27％。

(九)	加強番荔枝之整枝修剪技術產期改進、萌芽促進、品種蒐集篩選、肥培、塑

膠溫室栽培、果實後熟處理、冷凍加工、保鮮以及果實黑變、斑螟蛾等主要病

蟲害種類調查及防治法等試驗研究，積極推廣番荔枝產業，使全區栽培面積達

3,038公頃，占全省之62％。

(十)	釋放釉小蜂進行可可椰子受紅胸葉蟲為害之生物防治，寄生率達41％，該寄生

蜂順利在本區繁衍立足而使本區可可椰子樹逐漸恢復生機。

(十一)	成立技術小組，進行水稻及玉米、大豆、高梁、花生和蔬菜等栽培、肥料、

病蟲害防治試驗，以執行「稻田轉作政策」，成果輝煌，至民國76年轉作率

達57％，轉作面積達9,800公頃，其中轉作物以玉米最多為3,660公頃。

(十二)	配合稻田轉作玉米之推展，建立不整地栽培玉米模式，並先後研成「耕耘機

式局部整地玉米播種施肥機」及「曳引機附掛式不整地玉米播種施肥機」，

分別於民國74年及76年技術轉移廠商量產。並進行玉米穗軸粉碎後產品利用

研究。

(十三)	推展坡地果園機械化省工經營及施藥安全措施，研成「坡地多用途作業機」

及「送風式防護面具」於民國76年技術轉移廠商量產，並進行「果園殘枝粉

碎機」之研製。

(十四)	提高果園灌溉及施藥效率，研發成功「蝸桿蝸輪式迴轉噴霧器」並於民國76

年獲專利權。

二、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74年興建完成單層土壤肥料實驗室1棟(52.5平方公尺)及賓朗果園集貨場1座

(53.6平方公尺)。

(二)	民國75年興建完成豐里試驗地工作室單層1棟(174.3平方公尺)及園藝作物網室1

座(198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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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籌建兩層樓農業推廣中心、植保館及豐里試驗地單層辦公室各1棟。

(四)	規劃建立斑鳩分場果園試區之灌溉系統，並完成3公頃坡地整坡植生作業。

(五)	重新規劃、整平豐里試驗地4公頃及興建完成周邊圍牆、蓄水池1座、灌溉系統

及客土改進地力。

三、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民國72年12月斑鳩工作站奉准改設斑鳩分場續屬本場管轄，仍由主任掌理業務。

(二)	民國73年10月配合農林廳所屬各機關兼任股長職處理原則，取消本場6個業務單

位兼任股長職位，行政單位改為專任股長。

(三)	訂定新進職員、技工工友甄試辦法，建立用人制度。並執行冗員勸離及商退作

業。

(四)	薦送本場人員至國內外研究所進修學位，計博士班2人及碩士班1人。

(五)	積極協助退休技工、工友遷離占住之職員宿舍，改分配給新進人員，解決由外

地就任之優秀人員的居住問題。

▎◆ 第七節▎第七任場長

姓  名：陳榮五

籍  貫：臺灣省臺南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34年3月22日

職  等：簡任十等

任職期間：自76年1月1日至79年1月3日

學  歷：國立臺灣大學園藝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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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編印出版金針花專輯、蘭花生產改進研討會專集、番荔枝試驗專集、臺東區農

特產介紹、本場試驗研究彙報1~4輯、75~77年年報、臺東區農業推廣簡訊2~13

期。

(二)	發展藥用作物加工技術，先後開發出罐裝薑茶、靈芝飲、薑胡茶之製作技術，

於民國78年分別技術轉移統一食品公司及臺東地區農會。

(三)	重新重視小米之試驗研究與產品開發，加強良質小米育種、栽培、生產、加工

及銷售，輔導配合省工、加工作業，研製成小米專用脫粒、脫殼機，輔導農會

開發出「關山小米」商品，曾獲食品評鑑會金牌獎。

(四)	開發玉米穗軸粉研製育苗缽技術，利用此大量農業廢棄物，解決環保問題。

(五)	改進金針菜加工技術，使金針乾製品之二氧化硫含量，符合衛生署規定標準，

並改善產品包裝、貯藏、保鮮方法，有效提高金針菜品質。使金針菜在本區推

廣面積達673公頃占全省之48％。

(六)	成立作物組織培養研究室，進行蝴蝶蘭、薑等園藝作物之大量繁殖法研究。

(七)	建立高架移動式網室簡易設施周年栽培蔬菜、洋香瓜之經營模式，並建立洋香

瓜蔓枯病與白粉病之藥劑防治法。

(八)	開發利用SMA選擇性培養基偵測十字花科蔬菜黑腐菌在種子上之殘留與否，及

以熱硫酸、醋酸鋅溶液浸洗、消毒帶菌種子之技術。並建立結球白菜軟腐病之

生物及藥劑防治法。

(九)	分析臺灣地區水稻褐飛蝨之遷移，發現第2期水稻褐飛蝨發生猖獗與否，主要視

7~8月間，通過臺灣東北及西南部颱風之頻度、行徑及颱風間夾雜熱帶低壓籠罩

臺灣上空之天候而定，可據以建立此蟲害發生之預測模式。

(十)	研究建立蝴蝶蘭軟腐病、褐斑病等主要病害之防治法，推廣設施栽培蝴蝶蘭外

銷切花，使全區栽培面積達5,000坪，並蒐集國內外蕨類、火鶴花、彩葉芋品系

進行選育、栽培試驗。

(十一)	繼續執行6年稻田轉作計畫並配合曳引機承載式不整地玉米播種機示範推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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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不整地栽培技術、改進連作玉米之稻田肥力等試驗，使全區稻田轉作率

達58％，並以轉作玉米最多為3,287公頃。

(十二)	研成「果園樹枝粉碎機」、「高架式噴霧車」及「自轉式迴轉噴頭」等農業

機械，分別於民國77年及78年技術轉移廠商量產。

(十三)	規劃地區農業發展方向，成立重點產業產銷班，輔導晚崙西亞甜橙、番荔枝

之產銷及柿、梅、李之加工技術。

二、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76年完成兩層樓農業推廣中心1棟(連同地下室1,078.6平方公尺)、兩層樓植

保館1棟(262.24平方公尺)及豐里試驗地辦公室單層1棟(126.4平方公尺)。

(二)	民國78年加蓋土壤肥料研究室(93.1平方公尺)及農機倉庫單層一棟(327平方公

尺)。

三、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設立本場行政管理電腦聯線，利用聯線文書作業提高行政效率。

(二)	薦送職員2名進修國內碩士學位。

▎◆ 第八節▎第八任場長

姓		名：黃武林

籍		貫：臺灣省苗栗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29年12月3日

職		等：簡任十等

任職期間：自79年1月3日至8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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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歷：中興大學農學院園藝系畢業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編印出版「藥用及保健植物專集」、「臺東地區作物病蟲害防治研討會專刊」

及79~81年年報、臺東區農業推廣簡訊14~22期、推廣專訊1~5期、本場簡報。

並於民國80年1月發行臺東場農情旬報。

(二)	配合稻田轉作政策實施後，本區稻米供需已達平衡之現況，積極推展良質米，

規劃出鹿野、關山、池上良質米區共1,610公頃。研成「曳引機附掛式犁底層深

耕犁」藉以打破水田硬盤改進地力，生產良質米。同時育成命名臺東7號良質米

品種加以推廣，並研究直播栽培等降低生產成本之栽培技術。

(三)	繼續加強良質小米之選育、栽培、肥料試驗，利用施用石灰改善酸性土壤提高

產量，並已育出一品質、產量均優於原推廣品種之品系DRT1。並配合「小米脫

粒、脫殼機」之研製成功，技術轉移廠商，積極輔導農會契作收購小米，辦理

多次產品促銷活動。

(四)	進行玉米栽培技術綜合改進，採用不整地機械播種，同時利用同一機械施用粒

狀殺蟲劑及雙層施肥，可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收益約15％，並探討出新玉米害

蟲潛葉金花蟲猖獗發生之原因，建立有效防治法。

(五)	維護地力調整稻田輪作制度，經由試驗、示範，建立推薦本區最適之水田耕作

制度：玉米(春作)-水稻(二期)-綠肥(太陽麻、青皮豆、油菜及大菜)。

(六)	積極推動藥用植物試驗研究，擴建試驗圃，興建實驗室，開發保健飲料蒟蒻

露、五葉參茶、白鶴靈芝茶、雷公根及魚腥草茶。並建立柴胡、薑黃及青脆枝

之栽培模式。

(七)	推動原生蝴蝶蘭復育工作，利用組織培養大量繁殖原生蘭苗，送回蘭嶼原生地

種植，以恢復原有族群。並建立山蘇、鳳尾蕨、腎蕨等蕨類孢子繁殖技術。

(八)	育成命名金針菜品種臺東6號，適於平地及坡地栽培，花期提早於4至6月，可避

免颱風、豪雨之患，適宜加工，鮮食且高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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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加強番荔枝灌溉、施肥、生理等提高果實產量及品質之試驗研究，進行引起果

實黑變之數種病害、立枯病及斑螟蛾蟲害之綜合防治，並綜合運用本場研成之

中耕、施肥、剪枝、碎枝、噴藥、搬運等機械，建立番荔枝果園機械化作業體

系，降低生產成本，同時輔導農會果實冷凍加工技術，增加果農收益，促進栽

培誘因，使全區栽培面積增至3,500公頃。

(十)	積極提昇本區柑桔產業，進行晚崙西亞甜橙營養診斷改進施肥技術、華盛頓臍

橙落果防治及調查柑桔害蟲與天敵發生消長等研究，研製陡坡地柑桔園噴藥、

搬運多用途機械，並於賓朗果園成立6公頃無毒健康柑桔品種及栽培示範園。同

時在本區輔導成立晚崙西亞甜橙及柚子觀光果園5處。

(十一)	利用本區秋冬較高溫、冬乾夏溼、雨量充沛、日照充足之特性，發展出高接

梨、枇把與荔枝等果樹提早產期之栽培法，果實供市時間較中、南部提早

20~30天，並利用適時整枝修剪及植物生長調節劑促進落葉及促進萌芽開花之

技術，使沙蓮李及宜蘭李可提早產期1~2週。

(十二)	研究分析本區焚風之分布、走向及頻度，調查番荔枝、枇杷等果樹各生育階

段所受之傷害程度，建立利用適時噴灌(霧)及噴布葉片蒸散抑制劑防治焚風為

害之技術。

(十三)	配合坡地果園之規劃及建立自動化、機械化作業體系，研成「坡地果園耙草

機」、「四輪驅動式坡地多用途作業機」，於民國79、80年間技術轉移廠商

量產外，並研製百喜草種植機、自走式管理作業機及護蓋式鼓風噴霧車。

(十四)	籌建自動化控制及管理系統溫室，利用電腦操控溫、濕度及養液滴灌系統，

建立經濟作物之溫室栽培模式。

(十五)	創立臺東區作物病蟲害診斷、土壤肥力及作物營養診斷、農業推廣服務等3個

服務站，並分設專線與人員，負責協助解決農民栽培農作物遭遇之病蟲害、

施肥等農技問題。

(十六)	配合「地區農業發展計畫」，規劃臺東縣之農業發展項目，被列為二個示範

縣之一。積極整合本區各農業單位，建立組訓花卉、蔬菜、果樹、毛豬、肉

雞、蛋雞、水產養殖等七大產業產銷班131班，逐步輔導建立七大產業之產銷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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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舉辦80年農民日活動，展示全省各農、林、漁、牧試驗單位研究成果、農漁

村文化、民俗活動及農特產品展售，吸引全區人士參觀，極受好評，達到宣

傳農業政策成果及促銷農產品之目的。

二、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79年建造完成園藝作物網室1座(528平方公尺)。

(二)	民國80年興建完成特作館單層1棟(274.8平方公尺)，養蟲實驗室1棟(59.8平方公

尺)，組織培養溫室1棟(333.9平方公尺)及兩層樓單身宿舍1棟共10間(199.5平方

公尺)。

(三)	民國81年建造完成園藝作物溫室2棟(534.6平方公尺)，組織培養溫室1棟(181.4

平方公尺)。

(四)	民國82年興建完成園藝作物溫室2棟(462.7平方公尺)及賓朗果園溫室1棟(69.6平

方公尺)。

(五)	重新規劃調整賓朗果園栽培區之果樹種類配置、整坡、聯絡道修整，面積共6.5

公頃，並成立「水土保持室外教室」。

(六)	擴建藥用作物試驗、展示圃1.2公頃。

三、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民國80年3月配合各區農業改良場之組織規程編制修正，將本場研究人員之編

制調整為簡任十等研究員4人，薦任副研究員8人，薦任助理研究員15人及委

任助理13人。並擴充推廣課為推廣中心設簡任十等兼任主任1人。

(二)	薦送國外進修博士班人員1名，國內修習碩士學位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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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節▎第九任場長

姓  名：黃明得

籍  貫：臺灣省高雄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35年10月25日

職  等：簡任十等

任職期間：自82年7月30日至96年8月15日

學  歷：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學農藝系博士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提升農業競爭力：

1.作物栽培技術改進，如良質米之生產技術改進，果樹產期調節；保健植物的開發

等。

2.降低生產成本，如新型農機之研發，果園機械化作業體系之建立，作物營養診斷

及合理化施肥之推廣等。

3.降低災害風險，如建立天然災害後復育之技術，提供防災之作物栽培技術，災害

損失評估等。

4.降低產銷風險，如減少病蟲害之損失，植物保護技術之開發及作物防疫體系之建

立等。

5.臺東區農特產少量多樣化生產技術之改進；強化產銷組織，如產銷資訊之提供，

企業化經營管理技術之引進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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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產業新形象：

1.研發衛生安全農特產作物之生產技術，如農藥安全用藥（吉園圃）之宣導及作物

有機栽培技術之研發。

2.維護優良之農業生態環境，如水旱田利用之調整，稻草之處理與利用。

3.綠肥作物之推廣，原生植物之復育，果園水土保持之宣導等。

4.發展觀光休閒農業，如觀光果園之輔導，休閒農業區之重劃等。

5.輔導富麗農村之建設，如農村綠美化，農村社區實質環境之改善，發展農村文化

等。

(三)	各項重要業務成果：

1.糧食作物:

 水稻是本區最重要的糧食作物，育成臺東26、27、28、29號、臺梗7號、13號等

品種，2002年更育成臺東30號優良新品種，供推廣種植之用。推廣良質米，規劃

良質米適栽區共4千餘公頃，以生產高品質的稻米。研發有機米栽培技術供農友

採行，以生產安全、健康又美味的有機米。為配合本區水旱田利用之調整，建立

最適之輪作栽培制度。

 育成臺東7號小米以供栽培之需，為配合有機產品之需求，研發有機小米栽培

法。在加工方面，則加強小米食品及釀造方面的研發。亦進行其他雜糧、綠肥、

農藝作物之選育及栽培技術改進工作。

2.果樹研究

 番荔枝、鳳梨釋迦新品種之選育，與呂石明農友合作育成之「臺東1號番荔技」

品種積極推廣。加強番荔枝、鳳梨釋迦人工授粉、產期調節、優質果生產技術之

研發；民國92年並結合農糧署、臺東地區農會及臺東縣政府進行鳳梨釋迦首次外

銷新加坡，95年辦理釋迦果國際行銷研討會；研發推廣枇杷、甜蜜桃、柑桔類、

梅等之防災、有機、嫁接、矮化等栽培技術。進行梅、番荔枝等加工技術如酒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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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酵、產品利用。

3.蔬菜及花卉作物

 研發金針菜軟化栽培技術並提供農友應用，建立週年生產萱黃技術。輔導安全金

針之產製及鮮蕊保鮮。積極進行原住民民俗蔬菜、瓜果類蔬菜栽培技術改進之研

究。

 除了金針花品種保存及選育外，蝴蝶蘭育種經選獲具優良性狀之品系，進行各項

檢定試驗。完成原生蝴蝶蘭及百合之復育技術，供作蘭嶼及綠島景觀美化之用。

開發國蘭如報歲蘭之品種選育及栽培法改進及多肉觀賞植物引進蘭嶼美化環境。

4.特用作物

 特用作物以保健植物為主，保存約有140餘科700多種之原生保健植物及15科200

多種之蕨類植物，作為產品開發研究材料、提供外界參觀教學及示範推廣。此

外，建立五葉蔘、魚腥草、保健蕨類等之栽培技術，香椿矮化及快速繁殖法。進

行芳香植物、原住民民俗植物、離島植物等栽培及利用之研究。

 利用保健植物開發魚腥草、五葉蔘、紫梅等茶包產品並技術移轉供農會生產銷

售。與廠商產學合作研發沐浴產品如欒樨、大風草等沐浴包。開發保健冰品如小

米苡仁冰、鳳尾洛神冰、薰衣草冰等產品移轉給產銷班製售。利用保健植物為材

料而開發的養生餐盒如精力餐等移轉供臺東地區農會行銷之運用。

5.坡地果園管理

 研發利用等高線規劃、機械化栽培管理作業、地面草生覆蓋之坡地果園栽培體

系，兼固水土保持、省工栽培，作為區內坡地栽培果樹之參考。配合水土保持局

設置「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利用各項水土保持設施，獲致水土保持教育之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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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肥料

 經由取樣、分析及試驗，完成臺東地區土壤資訊系統之建立。推廣減少化學肥料

用量之水稻、番荔枝、柑橘、枇杷等合理化施肥技術。作物營養方面，解決缺鈣

引起之番荔枝黑點症、鳳梨釋迦施肥不當之落果。持續進行水稻田肥培管理降低

病害發生之技術、水田種植綠肥與土壤肥培管理之應用研究、果園覆蓋作物之示

範推廣。

7.植物保護

 為確保水稻、番荔枝、鳳梨釋迦、蘭花、瓜果類蔬菜等重要作物免於遭受病蟲之

危害，研發綜合防治法，並以示範觀摩方式推廣供農友採行，以有效防治如水稻

秧苗徒長病、稻熱病、水稻水象鼻蟲、番荔枝褐根型立枯病、青枯病、番茄萎凋

病、太平洋粉介殼蟲、薊馬、蘭花根腐病等。

 提供區內農作物之重要流行病蟲害之預警、防檢疫病蟲害的監測、農藥安全使用

之宣導、產銷班生產吉園圃產品輔導、植物病蟲害鑑定及防治諮詢等服務。

8.農業機械

	研發新型農機如乘坐式割草機、履帶式施肥機、施肥撒布機、自走式施肥機、擺

動噴頭履帶式噴霧機、輪式噴霧機、青梅採收機、青梅分級機、番荔枝果肉分離

機等，具有工作效率高、容易使用及維護等優點，可節省人力，降低生產成本，

深受農友歡迎。

9.農村生活

 輔導區內農家婦女成立家政班65班。除協助其運作外，也提供家政班有關各項教

育訓練，如提昇農家婦女營農技術、家政改進、餐點及藥膳食譜研發及製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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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伴手研發、簡易農產品加工、鄉點美食、手工藝、居家照護技巧、住家及社區

環境改善及綠美化等。

10. 教育訓練

 辦理教育、訓練、講習提供區內329個農業產銷班之運作及企業化經營管理技術

輔導，以提昇其產銷效率。開設「番荔枝栽培管理班」、「保健植物栽培管理

班」，以教育青年及專業農民。為提供農友農業新知，舉開學術研討、專題演

講、政策宣導等教育活動。

 配合農業策略聯盟政策，協助產銷團體進行策略聯盟工作，組成臺東縣番荔

枝、良質米、梅、李等產銷策略聯盟及加工釀造協會等組織。

11. 資訊服務

(1)	為提供區內農友最新之農業新知，發行「臺東區農業推廣專訊」季刊、「臺東

區農情月刊」、「業技專刊」等，免費提供農友閱覽。印行「臺東區農業改良

場研究彙報」、「臺東區農業改良場年報」（含電子檔）供相關農業機關團體

參考。建置資訊完備之網站（http://www.ttdares.gov.tw）及發行「臺東區農業

改良場農業電子報」，隨時提供即時之服務。為了提昇農友之資訊應用能力，

舉辦電腦應用訓練課程。

(2)	編印發行專刊《臺東區農特產簡介》、《番荔枝產銷技術》、《蕨類植物》、

《蕨類植物種原蒐集及應用研討會專輯》、《番荔枝栽培手》、《臺東本土保

健植物圖錄》等共6冊。

(3)	編印發行本場75週年特刊《臺東蕨類》、《臺東枇杷》、《鳳梨釋迦》、《洛

神葵》等4冊。

二、人事、行政革新方面：薦送國內修習博士學位1名，碩士學位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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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82年興建完成園藝作物溫室二棟及賓朗果園溫室一棟，面積532.3平方公

尺。

(二)	民國83年興建完成農業用簡單網室一棟，面積515.88平方公尺。

(三)	民國85年興建完成農業陳列館、農業用簡單網室(網室1、2號)	，面積636平方公

尺。

(四)	民國87年興建完成斑鳩肥料倉庫及區教中心廚房各一棟，面積396.96平方公

尺。

(五)	民國88年興建完成斑鳩公廁加水塔及賓朗廁所各乙座，面積86.78平方公尺。

(六)	民國89年興建完成賓朗堆肥舍乙間，面積56平方公尺。

(七)	民國93年完成設置高低壓電力系統工程等一式，共計三座變電站。

(八)	民國95年興建完成保健植物園區涼亭乙座，面積12平方公尺。

▎◆ 第十節▎第九任場長(代理)

姓  名：江瑞拱

籍  貫：臺灣省臺東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32年12月4日

職  等：簡任十等

任職期間：自96年8月15日至96年9月3日

學  歷：省立臺東農校高級部綜合農業科高職

◎	主要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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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驗研究方面：於代理期間，著力於鼓舞同仁向心力及培養敬業情操，維繫場務

穩健發展，功不可沒。

二、硬體建設方面：建置符合情、理、法兼具人性化之員工差勤管理措施，至今仍持

續運用。

▎◆ 第十一節▎第十任場長

姓  名：陳文雄

籍  貫：臺灣省南投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32年11月26日

職  等：簡任十一等

任職期間：自96年9月3日至98年1月16日

學  歷：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博士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建立場外設試驗示範補賞費標準及相關規定。

(二)	97年研發成果取得新型專利”具有割草功能的耕耘裝置”等共4件。

(三)	97年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洛神葵保健機能性成分萃取及其產品開發技術”1件。

(四)	選育出番荔枝臺東二號(大目)，具有大果、產量高之特色。

(五)	編印發行技術專刊”米與飯”等共32輯。

(六)	下鄉辦理大型長期農民教育訓練2場次，場場爆滿。

(七)	97年推薦林永順課長榮獲農委會優秀人員獎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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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行政革新方面：任內積極爭取補足缺額，除陸續外補資優人員，更曾獲得

高考分發8人之創舉。

三、硬體建設方面：97年整修單身宿舍，加大面積改為套房，提升同仁住的品質。

▎◆ 第十二節▎第十一任場長

姓  名：黃				昌　

籍  貫：臺灣省屏東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41年12月7日

職  等：簡任十一等

任職期間：自98年1月16日至99年7月2日

學  歷：美國康乃爾大學植物病理博士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就任後，以改善農民收益為工作目標，積極推動「有機農業深度旅遊」，為農

民創造更優質的生活，並成立研究與技術推廣服務團隊，下鄉服務，以提升轄

內特色作物的品質。親自率領同仁舉辦作物病蟲害防治與合理化施肥講習、試

驗成果示範觀摩與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等超過70場次。

(二)	主動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合作，在成功、泰源與太麻里地

區，進行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作業，成效卓著。

(三)	建立原住民特色作物與原民蔬菜經濟栽培模式，研發風味美食與品嘗會，積極

推廣，形成中、小型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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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立番荔枝夜間燈照之新產期調節技術，冬期果產期可延長至3~5月間，可分散

產期，提高農民收益。

(五)	彙編轄內各種作物的病蟲害防治技術專刊（如荖葉、荖花、番荔枝等作物），

分送農民參考運用，使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普獲多數農民及一般大眾的肯定，獲

「政府服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評比優等，施政滿意度平均亦達99.3%。

(六)	積極加強場區及鄰近環境綠美化，形塑機關優質風格，將機會讓給年輕同仁，

鼓勵進修充實，在專業領域積極投入研究。

(七)	因應數位時代，臺東場除執行農業相關的試驗研究工作外，提供農民各種諮詢

服務與技術資料，也是核心任務。成功將臺東場網頁內容調整補強以最便捷的

方式，將其業務執掌、專家聯絡方式、服務項目、研究方向、研發成果應用等

資訊，充分呈現於網頁中，俾農友及民眾查詢應用，並達到農業政策宣傳的效

果。

 二、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98年興建完成農業機械研究館面積298.88平方公尺及斑鳩分場蓄水池各乙

座面積39.1平方公尺。

(二)	整修宿舍3棟，解決外地同仁住的問題。

▎◆ 第十三節▎第十二任場長

姓  名：林學詩

籍  貫：臺灣省桃園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49年3月18日

職  等：簡任十一等

任職期間：自99年7月2日至10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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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歷：荷蘭Wageningen農業大學植物育種系博士畢業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於民國100年，依臺東地區之人文、植物特色、地理氣候條件、產業發展及未來

消費趨勢衡量，經多次討論凝聚共識，確立本場專長定位（核心技術）為：「

原生特色」、「早熟豐產」及「有機樂活」。

(二)	建立年度場外試驗示範考評及科技計畫檢討會議制度。

(三)	99年辦理「洛神梅養生即溶飲」及「香草栽培及精油萃取技術」 等2項技轉

案；「提升柴魚粉有效性磷酐及交換性氧化鈣鎂之方法」之發明專利1項；「錘

擊式洛神葵花去籽機」、「太陽能捕蟲裝置」及「水田中耕除草機」等3項研究

成果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新型專利。

(四)	100年命名審查通過「樹豆-臺東1號、臺東2號、臺東3號」3個新品種。辦理「

番荔枝授粉器」、「太陽能捕蟲裝置」、「水田耕除草機」、「洛神梅萃取技

術」及「香草栽培及精油萃取技術」等技轉案計9件，將技術轉移給民間8家業

者應用。「溺水式太陽能誘蟲器」及「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等2項研究成果取

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新型專利。

(五)	101年新品種育成及品種權取得：育成水稻臺東33號、小米臺東9號、金針菜臺

東7號及石竹臺東1號等4個新品種，取得品種權1件。取得「餌劑撒布裝置及餌

劑撒布機」新型專利1項。推動小米臺東8號、樹豆臺東3號、洛神葵臺東3號良

種繁殖栽培、香草栽培與精油萃取、蕨類及苔類種苗繁殖、米香製作、仙鶴古

早茶養生飲品即溶包製作、水田中耕除草機及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等技術技轉

案計14件，將技術轉移給12家業者應用。

(六)	102年新品種育成及品種權取得：育成洛神葵臺東4號、5號新品種，取得水稻臺

東32號及洛神葵臺東4號品種權2件。取得果實防蟲套袋、太陽能驅鳥裝置及肥

料撒布機等3項新型專利。推動小米臺東8號、金針菜臺東7號優良種苗繁殖、仙

鶴古早茶養生飲品即溶包製作、香草栽培與精油萃取、萃取液肥配方及製作方

法等技轉案計5件，將技術轉移給10家業者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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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薦送進修博士、碩士人員，如下表：

課室 職稱 姓名 就讀學校 科系
進修

學位
備註

農業推廣課 助理研究員 余建財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碩士

作物環境課 助理研究員 黃文益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碩士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王柏蓉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研究所 碩士

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皓怡 國立臺東大學 
社會科學教育

學系
碩士

作物環境課 助理研究員 黃政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

合作系
碩士

作物環境課 助理研究員 張繼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

合作系
博士

作物環境課 技 工 邱建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

合作系
博士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薛銘童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

程學研究所 
博士

(二)	推薦薛銘童助理研究員至亞洲蔬菜中心進行短期研究：執行102年「強化亞蔬中

心與臺灣研究機構蔬菜科技合作研發」科技計畫，推薦薛銘童助理研究員於102

年10月至12月赴亞洲蔬菜中心進行短期合作研究。

(三)	薦送出國考察研究

職別 姓名 地點 研習項目 期間

課長 吳昌祐 印度
參與AARDO「糧食安全及農業生計之

在地知識研習」

101.03.16~ 

101.03.28

助理研究員 林駿奇 美國 作物有機栽培病蟲害防治技術之研究
101.09.29~ 

10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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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別 姓名 地點 研習項目 期間

場長 林學詩 泰國
東南亞之家庭、學校及公共蔬菜園專家

諮詢會議

101.08.27~ 

101.08.31

副場長 陳信言 中國
參加第三屆廣西東盟蔬菜新品種展示交

流會

101.11.27~ 

101.12.04

場長 林學詩
泰國 

(Kasetsart大學)
東南亞蔬菜發展優先順序專家諮詢會議

102.03.20~ 

102.03.22

助理研究員 林家玉
菲律賓

(IRRI)
水稻抗稻熱病育種研習

102.09.08~ 

102.09.14

助理研究員 陳盈方 日本 日本小型農村加工訪察
102.10.07~ 

102.10.13

副研究員 陳振義 印度
赴印度(ICRISAT)參訪耐旱作物栽培及

育種概況

102.12.08~ 

102.12.14

(四)	建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

 本場於100年3月21日成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辦理講習訓練（100年至103年共

辦理政府內部控制研習共5場次）、宣導及不定期召開會議訂定內部控制標準化

流程及控制重點，推動執行內部控制相關工作。至103年依風險評估等級完成訂

定內部控制標準化流程共13項，包括農藥委託試驗管考作業、臺東地區重要作

物疫病蟲害監測及通報作業、作物病蟲害診斷諮詢服務作業、生物材料移轉處

理作業、新聞稿發布作業、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本場加強員工差勤管理補

充規定、孳生物管理要點及處理作業、報廢財產估價及變賣作業、金額10萬元

以下採購作業流程、場外試驗示範作業、智慧財產保護管理作業、農業天然災

害應變處理作業。

三、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103年興建完成農業用簡單網室一棟，面積1,980平方公尺。

(二)	民國103年完成農業推廣區域教學中心空間改造暨樓頂地面防水隔熱工程，施作

面積1078.61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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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節▎第十三任場長(現任)

姓  名：陳信言

籍  貫：臺灣省臺東縣

出生年月日：民國51年1月3日

職  等：簡任十一等

任職期間：自103年6月26日至今

學  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研究所碩士

◎	主要政績：

一、試驗研究方面：

(一)	103年新品種育成及品種權取得：育成石竹臺東2號新品種，取得洛神葵臺東5號

吉利品種權1件、申請水稻臺東33號品種權1件，取得種子播種機新型專利1項。

推動水稻臺東30號稻種繁殖及採種技術、小米臺東8號良種繁殖及栽培技術、金

針菜臺東7號優良種苗繁殖技術、洛神葵臺東3號良種繁殖栽培技術、洛神葵臺

東4號（紅斑馬）、石竹臺東1號（香粉雲）、米香製作技術、太陽能人型驅鳥

器、搬運車附掛施肥撒布機等技轉案計9件，將技術轉移給11家業者應用。

(二)	推動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包括成功鎮臍橙、東河鄉柑桔、太麻里鄉玉荷

包荔枝、番荔枝及卑南鄉番荔枝生產專區等，合計約700公頃，防治成效良好，

榮獲103年度中華農業氣象學會團體學術獎。

(三)	104年取得可調式照明控制裝置及電動修枝鋸新型專利2項。推動自走式小粒徑

播種機及柑桔乾製品製作技術技轉案，將技術轉移2家業者應用。

(四)	104年至105年輔導鳳梨釋迦水果大專區，鳳梨釋迦(番荔枝)外銷量達17,758.5公

噸，外銷金額約達13億元。

(五)	105年取得水稻臺東33號品種權(證號：品種權字第A01570號)、育成水稻新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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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35號。取得石竹臺東2號品種權。取得農作物清潔裝置及雜糧作物行間割草

機新型專利2項。

(六)	106年推動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雙向電動修枝鋸、太陽能電動搬運車、長葉腎

蕨綠球體種苗、原生種木虌果優良種苗繁殖、樹豆臺東1號良種繁殖栽培、洛神

葵臺東3號良種繁殖栽培等技術授權案計7件，共技術轉移10家業者應用。

(七)	106年育成番荔枝臺東三號，107年已通過審查，取得品種權。

二、人事、行政革新方面：

(一)	薦送進修博士、碩士人員，如下表：

課室 職稱 姓名 就讀學校 科系
進修

學位
備註

作物環境課 技佐 曾祥恩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碩士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薛銘童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

程學研究所 
博士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黃子芸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研究所 碩士

作物環境課 助理研究員 廖勁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藝生產系研

究所
碩士

(二)	薦送出國考察研究：

職別 姓名 地點 研習項目 期間

副研究員 江淑雯 澳大利亞
至澳大利亞參訪鳳梨釋迦育種及栽培設施

管理技術交流

103.08.11~ 

103.08.31

課長 吳昌祐 馬來西亞
亞洲生產力組織於馬來西亞辦理之「發展

接代家庭及農業旅遊計畫」研習

103.09.21~ 

103.09.27

分場長 盧柏松 中國大陸
至中國大陸參訪鳳梨釋迦產地及果實銷售

情形

103.11.26~ 

103.12.02

副研究員 江淑雯 中國大陸
至中國大陸參訪鳳梨釋迦產地及果實銷售

情形

103.11.26~ 

103.12.02

副研究員 江淑雯 泰國 熱帶果樹(榴槤、山竹、紅毛丹)產業研習
104.08.18~ 

10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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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別 姓名 地點 研習項目 期間

助理研究員 林延諭 泰國 赴泰國訪查番荔枝產業概況
104.08.03~ 

104.08.09

副研究員 江淑雯 墨西
105年度科技計畫「赴墨西哥研習番荔枝

屬種原分類及多元化產品研發模式」

105.08.28~ 

105.09.14

副研究員 黃政龍 日本
105年度科發基金計畫「果園小型省工農

業機械應用及試驗研究」

105.10.10~ 

105.10.16

助理研究員 許育慈 美國

105年度科技計畫「研發提升蔬果作物害

蟎綜合管理效能之新技術」有機農業作物

病蟲害管理之研究

105.08.29~ 

105.09.11

助理研究員 林駿奇 日本
105年度科技計畫「國際農業合作領域」

有機農業作物病蟲害管理之研究

105.10.16~ 

105.10.22

助理研究員 黃子芸 秘魯

106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管

理會補助計畫「臺灣藜屬作物雜交去雄技

術之研究」

106.09.23~ 

106.10.06

副研究員 江淑雯 馬來西亞
「鳳梨釋迦外銷馬來西亞保鮮技術開發及

市場試銷計畫」

106.12.11~ 

106.12.17

三、硬體建設方面：

(一)	民國103年興建完成豐里試驗地網室一棟，面積1,980平方公尺。

(二)	民國104年興建完成豐里試驗地新建側門及圍牆廁所一式，面積45平方公尺。

(三)	民國105年興建完成特色作物加工實驗室及儲藏室乙棟，面積168.75平方公尺。

(四)	民國105年完成興建斑鳩分場灌溉系統一式，面積540平方公尺。

(五)	105年尼伯特颱風造成本場溫網室嚴重損害，重新規劃設計興建完成有機網室一

棟面積2,025平方公尺、育苗網室一棟面積315平方公尺、蔬菜育種溫網室一棟

面積466.22平方公尺、6號網室一棟面積384平方公尺、雜糧育苗網室一棟面積

216平方公尺、植保3號網室一棟面積280平方公尺。

(六)	民國106年完成賓朗果園灌溉系統一式面積212平方公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