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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成員及業務範圍 
職  稱 姓  名 業務範圍 
場長室 

場長 黃昌 綜理場務 
研究員 邱祝櫻 研考 
研究員 吳志文 研考 

副場長室 
研究員兼副場長 戴順發 襄理場務 

秘書 
研究員兼秘書 何素珍 行政秘書業務 

人事室 
主任 周素華 主辦人事業務 
課員 陳靜美 協辦人事業務 

政風室 
主任 周素華 兼辦政風業務 

會計室 
主任 陳錦芳 主辦會計業務 
課員 李瑞美 協辦會計業務(公務預算、審核) 
課員 洪鈺雯 協辦會計業務(決算、主計人事統計) 

秘書室 
主任 林嘉賓 主辦總務事項 
課員 徐亮弘 財產及技工、工友管理 
課員 陳祖榮 出納 
辦事員 林佳誼 採購 
技工 鄭文姍 文書 

作物改良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周國隆 綜理作物改良課業務 
研究員 沈商嶽 溫室洋香瓜栽培管理及育種 

農藝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張芳瑜 飼料米育種及栽培技術改進 
助理研究員 陳玉如 紅豆育種及栽培技術改進 
助理研究員 張芯瑜 水稻育種及栽培技術改進 
助理研究員 羅文冠 特用作物中草藥栽培技術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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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蔡奇助 農業生物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副研究員 黃柄龍 園藝作物組織培養 
助理研究員 黃雅玲 花卉品種改良及栽培(火鶴花、薑花植物) 
助理研究員 陳富永 花卉品種改良及栽培(薑荷花、美人蕉、赫蕉

科植物) 
助理研究員 翁一司 花卉品種改良及栽培(熱帶單莖蘭類、文心

蘭、春石斛) 
果樹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李雪如 果樹栽培及改良(芒果、荔枝) 
助理研究員 江筱慧 果樹栽培及改良(熱帶果樹採後處理) 
助理研究員 王仁晃 果樹栽培及改良(番木瓜) 
助理研究員 朱堉君 果樹栽培及改良(番石榴、紅龍果) 
助理研究員 陳思如 果樹栽培及改良(蓮霧、鳳梨) 

加工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李穎宏 台灣特用作物及柑橘類加工(檸檬、一條

根、白甘蔗葉、風茹草) 
助理研究員 陳正敏 大宗農產品加工(棗蜜煉加工、芭樂葉乾燥

加工) 
助理研究員 林怡如 園產品加工(牛蒡、香蕉) 

作物環境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曾敏南 綜理作物環境課業務 

植物保護研究室 
助理研究員兼主持人 周浩平 植物保護 
助理研究員 陳明昭 花卉蔬菜蟲害 
助理研究員 藍啟倩 果樹病害 
助理研究員 陳泰元 植物病害 
助理研究員 陳明吟 植物病害 

土壤肥料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林永鴻 高屏地區重要作物之營養診斷與肥培管

理、堆肥及液肥製作技術諮詢、土壤及植體
分析諮詢 

助理研究員 張耀聰 木瓜、豆科、芒果土壤監測等肥培管理、農
作物土壤汙染監測 

助理研究員 蘇博信 印度棗肥培研究、有機作物肥培管理與輔
導、堆肥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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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員 胡智傑 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研究、土壤分析及植體
營養診斷服務、作物省水省肥滴灌系統研
究、火鶴花肥培系統研究、甜瓜離地栽培
系統研究、蓮霧肥培管理技術研究 

農業機械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曾敏南 農機研究改良與示範推廣 
助理研究員 黃柏昇 農機研究改良與示範推廣 

農業推廣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楊文振 綜理農業推廣課業務 

農業經營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林勇信 農業推廣教育、農業產銷班組織訓練與輔

導、農業經營管理診斷輔導、農民團體中衛
計畫輔導、農村青少年四健推廣教育、科技
計畫農業創新推廣與管理領域彙整、農村再
生 

 
助理研究員 陳明昌 產銷履歷、小地主大佃農、天然災害、吉園圃

窗口、吉園圃審查：屏東(陳明昭)、高雄(藍啟
倩) 

助理研究員 蔡文堅 休閒農業輔導、農產品產銷、策略聯盟(洋蔥、
棗子)、為民服務電話窗口、作物健康管理講習
會、產銷班輔導、農場見習、本場補助計畫(農
會、產銷班、合作社、農場) 

教育資訊研究室 
副研究員兼主持人 曾玉惠 家政推廣教育、農民學院教育訓練、教室場

地租借、國外來賓參訪聯繫 
助理研究員 鄭文吉 新聞發布、研究彙報與年報編輯、網路資訊

與諮詢服務 
技佐 吳倩芳 國內來賓參訪聯繫、為民服務網路信箱、農

業專訊、農技報導、農情月刊等刊物編輯、
農業主題館聯絡窗口、場內大型活動攝影 

旗南分場 
副研究員兼分場長 賴榮茂 綜理旗南分場業務 
副研究員 黃祥益 蔬菜育種及栽培(苦瓜及絲瓜) 
助理研究員 劉敏莉 蔬菜育種與栽培(小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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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員 朱雅玲 蔬菜育種及栽培(茄子及豇豆) 
助理研究員 侯秉賦 絲瓜抗病檢定、長期有機農業試驗研究、有

機蔬菜栽培輔導 
澎湖分場 
副研究員兼分場長 施純堅 綜理澎湖分場業務及農業改良 
助理研究員 侯昇諭 園藝作物改良及栽培 

 

103 年度人事異動表 
周素華 

課室 職稱 姓名 
到職、離職時間 

  事  因 
月 日 

場長室 研究員 陳昱初 2 20 本機關調升 

作物環境課 研究員兼課長 陳昱初 4 7 本機關調升 

旗南分場 副研究員 黃祥益 4 8 本機關調升 

作物放良課 助理研究員 羅文冠 6 17 調入 

作物環境課 研究員兼課長 陳昱初 7 28 調出 

場長室 研究員 吳志文 9 1 本機關調升 

作物放良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周國隆 9 1 本機關調升 

人事室 主任 康宜仁 9 2 退休 

作物環境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曾敏南 9 22 本機關調升 

人事室 主任 周素華 9 23 調入 

作物環境課 助理研究員 陳泰元 12 15 調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