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在 14 項內容選項中，被勾選為前 4 名「非常需要」的內容分別為栽培
技術(98 人, 86.0%)、病害防治方法(94 人, 82.5%)、蟲害防治方法(84 人, 

73.7%)及如何判斷作物施肥時機(82 人, 71.9%)。 

(二) 在教材分級方面，有60人(52.6%)認為需要分為入門或進階；56人(49.1%)

認為教材中圖片多、文字少是非常需要，才能讓觀看者理解；64人(56.1%)

認為教材中非常需要字幕來幫助記憶學習；54 人(47.4%)認為教材中使
用活潑生動影片是非常需要； 66 人希望教材長度為 1 小時(57.9%)。 

三、受訪者電腦資訊能力調查 

114 位受訪者中 100 人(87.7%)家中有電腦設備，94 人(82.5%)家中有網路
設備，52 人(45.6%)有 4 年以上使用電腦經驗，48 人(42.1%)有 4 年以上使用
網路經驗； 32 人(28.1%)每天使用，12 人(10.5%)每星期使用 4-6 天； 84 人
(73.7%)最常在家裡使用網路，其次為農會 (2 人, 1.8%)。 

依照上述調查數據，進行數位教材內容編排；教材內容以本場出版之蓮
霧健康管理技術專刊為主，再插入圖片及農民操作各項技術(如修剪、施肥、
噴藥及套袋等)之影片，以加深觀看者的印象，教材長度為時 1 個小時，每項
內容長度各為 15 分鐘。 

 

發行高雄區農技報導 
吳倩芳、楊文振 

本場農技報導以專輯型式不定期發行，內容主要介紹本場育成之作物新
品種及最新之作物栽培管理技術。102 年度共出版 4 期(112～115 期)，每期
發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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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作為平時舉辦各種農民教育訓練教材。 

第 112～115 期內容及作者如下： 
期別 出版時間 題    目 作 者 
112 102 年 09 月 捕食性天敵昆蟲飼養簡介-基徵草蛉與黃斑粗喙椿象 侯秉賦、賴榮茂 
113 102 年 10 月 無子西瓜澎湖 8 號-紅愛人之特性及栽培管理技術 施純堅 
114 102 年 11 月 絲瓜高雄 4 號─祥發特性及栽培管理技術 黃祥益、戴順發 
115 102 年 11 月 茄科青枯病之管理暨防治技術 周浩平、陳昱初、

黃昌 

 
編印高雄區農業專訊 

吳倩芳、楊文振 
本場「高雄區農業專訊」於每年 3、6、9、12 月出刊，提供農民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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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情資訊與農業科技，以落實傳播農業新知、教育農民之政策。102 年度共
發行 4 期(83～86 期)，每期 4,500 本，分送各農政機關、單位、各級農會及
學校圖書館、縣市文化中心參考留存，並可作為平時舉辦各種相關農民教育
訓練時的推廣教材。 

第 83～86 期主要題目與作者如下： 
期別 出版時間 主 要 題 目 作 者 

83 期 102 年 3 月 
102 年蜜棗優質栽培管理果園評鑑亞軍－陳清良栽培
經驗談 

何孟勳 
邱祝櫻 

  
102 年蓮霧優質管理果園評鑑－大鵬灣上的黑珍珠 
蘇育輝冠軍經驗談 

陳思如 

  
澎湖育成金瓜新品種－澎湖 1 號及澎湖 2 號問世了 施純堅 

李澤宏 

  
橘色蝴蝶蘭育種新策略 蔡奇助 

翁一司 
  盆花火鶴新品種～高雄 1 號及高雄 2 號 黃雅玲 
  文心蘭新品種－高雄 1 號 陳富永 
  特大粒鮮紅的「紅豆新品種－高雄 10 號」問世了 陳玉如 

  
絲瓜新品種－高雄 4 號 黃祥益 

戴順發 
  熱帶花卉美人蕉 陳富永 
  密植栽培對火鶴切花產量及品質之初期評估 黃雅玲 
  果樹微量要素肥料正確使用方法介紹 林永鴻 
  農特產品介紹－「綺羅香」黑珍珠蓮霧 蔡文堅 
84 期 102 年 6 月 米糠營養及加工利用 李穎宏 

陳正敏 
林怡如 

  國際稻米研究中心稻熱病檢定技術研習 張芳瑜 
  木瓜除葉有訣竅 王仁晃 
  芒果整枝與修剪 李雪如 
  千代蘭之組織培養繁殖 黃柄龍 

  
毛豆成分與產品開發利用 陳正敏 

李穎宏 
林怡如 

  
牛蒡葉的功能性成分及加工利用 林怡如 

李穎宏 
陳正敏 

  
設施有機小胡瓜白粉病(Powdery mildew)及露菌病
(Downy mildew)防治探討 

侯秉賦 

  
應用複合微生物防治茄科青枯病之效果評估 周浩平 

陳昱初 
黃昌 

  番石榴新興害蟲－荔枝葉蟎 陳明吟 
  農特產品介紹－「富來旺」荔枝、鳳梨 蔡文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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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期 102 年 9 月 腎藥蘭切花栽培管理要領 翁一司 

  
無籽蜜棗加工新技術 陳正敏 

李穎宏 
林怡如 

  土壤中銅及鋅的植生復育簡介 林永鴻 
  夏季小胡瓜新品系篩選 劉敏莉 
  高屏地區菜豆栽培管理要領 朱雅玲 
  黃淑女複合式經營有機農場 楊文振 
  棗到健康、快樂～傑出青年農民潘志民介紹 林勇信 
  羊咩咩田媽媽開創副業案例－林秋香女士 經驗分享 曾玉惠 
  果中極品「九五」極品芒果－戴正一班長 經驗分享 蔡文堅 
  2013 年十大神農－陳建行班長 吳倩芳 

  
乘坐式果園開溝施肥覆土機之研發 鄭仁勝 

陳昱初 
謝孟翰 

  農特產品介紹－「金萬丹」紅豆 蔡文堅 
86 期 102年12月 農業老仙角的經營理念 吳倩芳 

  
甘蔗加工利用與保健產品之潛力 李穎宏 

陳正敏 
林怡如 

  
利用水稻『深層施肥』插秧技術～減肥省工好處多 張芯瑜 

吳志文 
張芳瑜 

  仙人掌科果樹種原介紹 朱堉君 
  綠色地毯－地被植物於澎湖地區之應用 侯昇諭 
  克服木瓜連作障礙肥培管理 張耀聰 
  棕櫚灰高鉀質液肥製作方法及性質分析 蘇博信 

  
紅龍果潰瘍病管理 曾敏南 

陳昱初 

  
蓮霧果實病害共同防治藥劑篩選 曾敏南 

陳昱初 
  銀葉粉蝨抗藥性研究之現況 陳明昭 
  農特產品介紹－「綠圓緣」珍珠芭、蜜棗 蔡文堅 

編印高雄區農情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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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共出版高雄區農情
月刊 12 期(184-195 期)，各發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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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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