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印高雄區農情月刊 
李賢德、吳倩芳、楊文振 

為服務轄區農業產銷班，本場發行農情月刊，以加強對農民之作物栽培管

理、經營管理、農產品行銷及政令宣導等服務。100 年共出版高雄區農情月刊

12 期(160-172 期)，各發行 3,000 份。除分送轄區內各產銷班、農會及各級學校

圖書館參考留存外，也作為平時召開各種觀摩會時分送與會農友的參考資料。 

各期內容及作者如下： 
期  別 出版時間 主 要 題 目 作 者

160 期 100 年 1 月 陳主任委員蒞高雄區農業改良場視察 楊文振

  呷飯 顧田園  

  2011 全國蓮霧及蜜棗優質栽培管理競賽得獎名單揭曉 楊文振

陳俊吉

  全臺最美「蜜棗歐巴桑」～健康管理她最行 邱祝櫻

  2011 全國蓮霧優質栽培管理果園競賽 潘紹偉奪冠 陳思如

  國產紅豆採收方式安全無慮 陳玉如

  賀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表揚 本場莊益源博士獲優良農業基層

人員獎 
編輯室

161 期 100 年 2 月 氣溫回升 嚴防檬果小黃薊馬危害 莊益源

  日本及巴紐外賓蒞場參訪 陳俊吉

  臺灣鳳梨產業及外銷現況 陳思如

  落實番石榴產期調節 謝美蓮

  臺灣綠金產業 40 年～毛豆品種研發及企業化經營 周國隆

  本場印度棗(團圓果)研究團隊－走過璀璨 20 年 邱祝櫻

162 期 100 年 3 月 植樹減碳 創新研發與生態保育並重 
陳俊吉

楊文振

  馬來西亞外賓參訪 陳俊吉

  本場志工招募與訓練 蔡文堅

  恆春洋蔥開始上市，搶鮮請早！ 黃祥益

  利用拮抗微生物防治蔬菜苗期病害 周浩平

  稻熱病蠢蠢欲動，請農友及早防範 
曾敏南

黃昌

  燕巢區番石榴產銷班座談會 陳俊吉

  高雄市農民節表揚活動 編輯室

  本場表揚轄區 2011 年全國十大神農暨模範農民 
蔡文堅

楊文振

  本場榮獲農委會第 3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評鑑

特優獎 
陳俊吉

楊文振

163 期 100 年 4 月 陳主任委員南下參加屏東縣農民節慶祝大會  

  農委會胡副主委與民有約 造訪東港鎮蓮霧產銷班 陳俊吉

  越南農業部官員參訪，盼汲取我國農業成功經驗 陳俊吉

  作物健康管理原則與措施 黃昌

  東方果實蠅密度升高 趕快防範果實受害 莊益源

  培訓作物健康管理種子師資 紮根產區 林勇信

  鳳梨作物健康管理示範觀摩活動 林永鴻

  恆春地區洋蔥品種試作暨吉園圃安全用藥成果觀摩會 黃祥益

  帶領農民進入 e 世界－電腦入門班講習 曾玉惠

  幫一位日本人尋根 本場日據時期員工子女尋根之旅 何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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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別 出版時間 主 要 題 目 作 者

164 期 100 年 5 月 王副主委「與稻農有約」～下鄉博感情、解問題 林勇信

  印尼官員來訪 水稻品種改良及生產技術 蔡承良

  澎湖分場優質多倍體西瓜品種選育觀摩 施純堅

  掌握荔枝管理要點 減緩氣候不穩定衝擊 李雪如

  毛豆產業推手～周國隆獲頒農業專業二等獎章 編輯室

  紅豆產業推手～陳玉如獲頒台灣農藝學會個人事業成就獎 編輯室

  玉荷包乾旱減產 農委會專案補助 吳倩芳

  5 月稻米產銷班座談會 蔡文堅

  本場成立 23 年有機生態示範農場通過驗證 賴榮茂

  生產冬春季高價檸檬～本場示範撇步 邱祝櫻

  黃慶順栽培玉荷包有絕招 吳倩芳

165 期 100 年 6 月 服務不打烊～蔬菜產銷班健康管理輔導 陳昱初

  李美英功成身退 溫漢嬌

  輸日檬果「三氟敏」安全容許量大幅調降，請農友謹慎使用 曾敏南

  日本長壽村的飲食密碼～屏東扁實檸檬好滋味 邱祝櫻

  平凡中的保健瑰寶～芭樂葉類黃桐遠勝於蔓越莓 
陳正敏

李穎宏

  行政院籲請國民節能減碳與提倡蔬食 編輯室

  蓮霧產業垂直整合範例 六龜林益生模式 吳倩芳

  難忘的農改場學習經驗 黃米足

166 期 100 年 7 月 馬總統南下關懷果農 本場提供木瓜產期調節技術 
吳倩芳

王仁晃

  與民有約－農委會王副主委造訪枋山、枋寮地區芒果產業 吳倩芳

  建國百年「花現澎湖、菊島花海」活動開鑼了！ 朱堉君

  芒果優良品系田間觀摩會 李雪如

  美濃地區試種香米新品種－高雄 147 號 農友興趣高昂 吳志文

  枋寮綺羅香愛文芒果乾～讚！ 吳倩芳

  台灣蓮霧世界第一 進階班訓練向前行 
李賢德

黃瑞常

  美國加州園產品採後處理－低溫鏈與壓差預冷 陳思如

167 期 100 年 8 月 王、胡副主委與新進青年農民雙向溝通 
吳倩芳

楊文振

  菊島花海 熱鬧滾滾 
施純堅

朱堉君

  木瓜健康管理及穩定生產技術 成果觀摩會 王仁晃

  微生物肥料商品管理現況 張耀聰

  看不見的威脅～鮮食蔬果衛生安全從田間把關 陳思如

  火鶴優良盆花品系田間觀摩會 黃雅玲

  廟口開講－佳冬蓮霧產銷班座談會 蔡文堅

168 期 100 年 9 月 王副主任委員 與民有約 訪視鹽埔、九如產銷班 吳倩芳

  木瓜秀粉介殼蟲來勢洶洶 請果農注意防範 王仁晃

  「棗」出台灣農業生命力 邱祝櫻副研究員榮獲十大農業專家

殊榮 
王仁晃

  颱風豪雨過後 籲請農友加強預防木瓜疫病發生 
周浩平

黃昌

  七美紅龍果－100 年度全國紅龍果評鑑甜度王 朱堉君

  判斷堆肥品質良劣的簡易方法 林永鴻

  金桔(四季桔)健康管理及產期調節講習會 
加強農民栽培技術及作物健康管理觀念 

陳明昭

吳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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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期 100年10月 農委會陳主任委員武雄 視察農民學院 吳倩芳

  王副主任委員 與民有約 吳倩芳

  建國百週年 農躍南台灣 11 月 25、26 日精采登場 編輯室

  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高屏地區勇奪 2 席 蔡文堅

  高屏地區出好米 水稻高雄 145 號扮要角 黃昌

  「米國」王子－吳志文課長榮獲 2011 年農委會模範公務人

員 
黃昌

吳志文

  毛豆產業推手－周國隆獲獎「連莊」 榮膺農委會績優育種研

發人員 
李穎宏

  蜜棗利用蜜蜂授粉 減少環境污染 邱祝櫻

  邱冬作小果番茄肥培管理技術 蘇博信

  小胡瓜合理化施肥產量佳，增加收益真有效！ 朱雅玲

170 期 100年11月 賀 本場榮獲「優質農業研發管理單位獎」 戴順發

  技術服務團啟動～協助農友紅豆復育 周國隆

  100 年度全國績優吉園圃產銷班 本場轄區囊括 3 席 陳明昌

  請農友加強荔枝冬梢控制 李雪如

  蓮霧套袋小撇步你做對了嗎？ 陳思如

  本場新進人員介紹－侯秉賦、翁一司 編輯室

  農產品品牌介紹－甜蜜果(蓮霧) 編輯室

  稻殼、稻桿再利用－農業廢棄物展生機 蘇博信

  高雄場有機農業進階班學員收穫滿滿 楊文振

171 期 100年12月 十大優等植物防疫先鋒 本場轄區 3 位農友獲殊榮 周浩平

  毛豆綠金產業推手～周國隆再獲頒傑出人士獎 吳志文

  全果檸檬濃縮精華液 每天 5c.c.喝出健康 李穎宏

  本場新進人員介紹－張芳瑜、劉淑芬 編輯室

  農產品品牌介紹－紅寶石(蓮霧) 編輯室

  熱帶花卉創意設計比賽 競爭激烈 義賣所得捐慈善 黃雅玲

  連日陰雨，請加強防範印度棗疫病 曾敏南

  日夜溫差變化大，請慎防蓮霧病害 曾敏南

  作物安全生產講習會－枋寮 
陳明昌

楊文振

100 年度線上為民服務窗口服務案件 
吳倩芳 

本場以熱帶農園藝產業研發及推廣為主，除提供推廣文宣資料（如農情月

刊、農技報導、農業專訊）外，特於本場網頁設立「線上為民服務窗口」供一般

民眾及農友洽詢栽培管理技術或予本場之建議，以達學習、溝通與建議無障礙之

目的。經統計，100 年度線上為民服務窗口服務案件共計 103 件，平均處理天數

5 天。詳細資料如下表所示： 

100 年度線上為民服務窗口案件表 

類別 栽培管理 病蟲害防治 種苗資訊 刊物索取 其他 合計 

件數 50 18 18 10 7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