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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期 104年9月 番石榴網室栽培之可行性評估 朱堉君 
  揭露木瓜穩定豐產的秘訣 王仁晃 
  黃秋葵秋冬季生產要點 劉敏莉 
  高屏地區苦瓜穩定生產策略 黃祥益 
  高屏地區溫室小果番茄栽培技術 蘇博信 
  進口紅豆及國產紅豆籽粒性狀之辨別 陳玉如 
  芒果嫁接繁殖及幼苗管理要點 李雪如 
  薑荷花商業品種介紹 陳富永 

  
高屏地區適合有機栽培之水稻品種 侯秉賦 

賴榮茂 

  
農特產品介紹～澎湖縣農會蘆薈「Ph7」 蔡宗翰 

陳智強 

94 期 104年12月 橘色萬代蝶蘭育成現況 蔡奇助 
翁一司 

  南瓜整枝栽培技術 施純堅 

  
咖啡葉機能成分及加工應用 李穎宏 

陳正敏 
林怡如 

  
棗白粉病管理 曾敏南 

邱祝櫻 

  
淺談水稻落粒性 張芳瑜 

吳志文 
  火炬鳳梨組織培養繁殖技術 黃柄龍 

  
高屏地區絲瓜生產策略及技術 黃祥益 

戴順發 

  
果乾加工產品介紹 林怡如 

李穎宏 
陳正敏 

  茄子南黃薊馬的防治技術介紹 陳明昭 

  
農特產品介紹～佳冬農會 蓮霧中的極品～「透紅佳人」 林勇信 

賴仁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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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共出版高雄區農情
月刊 12 期(20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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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期內容及作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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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別 出版時間 主 要 題 目 作 者 

第208期 104年1月 2015「花現澎湖‧菊島喜羊羊」檉柳與花共舞 熱鬧登場 侯昇諭 

  香茹草在臺灣本島種植模式及未來應用 侯昇諭 
  本土非基改大豆高雄 12 號 機械化採收示範觀摩會 圓滿成功 周國隆 

羅文冠 
  作物病害防範措施 周浩平 

陳泰元 
第209期 104年2月 迎賓日熱鬧滾滾宛如農業嘉年華會 楊文振 
  104 年全國蓮霧、棗果園評鑑 佳冬連莊、 

大社奪冠 
陳思如 
邱祝櫻 

  本場輔導成績亮麗 勇奪 3 位十大神農 蔡文堅 
第210期 104年3月 新奇的狐狸尾蝶蘭與萬代蝶蘭 國際蘭展現風姿 蔡奇助 
  木瓜穩定生產技術觀摩會 農友不虛此行 王仁晃 
  時值檬果小果期 請注意病蟲害防治 周浩平 

陳泰元 
陳明昭 

  請及早防範 水稻穗稻熱病 周浩平 
曾敏南 

  第 2 屆青年農民－李室蒝 鄭竹均 
第211期 104年4月 雨季將臨，請把握木瓜病害防治要領 周浩平 
  本場蘭花及火鶴花研發成果豐碩 發表會來賓參與踴躍 蔡奇助 

黃雅玲 
黃昌 

  請農友加強注意防範新浮現病害～芒果畸形病 陳泰元 
黃昌 

  第 2 屆青年農民－沈園升 鄭竹均 
  炎炎夏日 檸檬美食讓你更有元氣 曾玉惠 
第212期 104年5月 豇豆抗病根砧走入農友豆園 見證豇豆不再「見錢死」 朱雅鈴 
  賀 本場榮獲農委會第 7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

特優獎 
林嘉賓 

  雨季來臨 請農友注意防範荔枝露疫病發生 陳泰元 
  萬綠叢中一枯枝－防範咖啡木蠹蛾危害 陳明吟 
  第 2 屆青年農民－王興麒 鄭竹均 
  檸檬帶你進入戀愛世界 曾玉惠 

第213期 104年6月 芒果網室栽培 抗風又防病 李雪如 
  施純堅分場長獲 104 年度農委會模範公務員 施純堅 

黃昌 
  農民學院有機栽培管理班 圓滿結訓 楊文振 
  第 2 屆青年農民－李法憲 鄭竹均 

第214期 104年7月 「香茹穩定栽培技術」觀摩會 開啟香茹量產新模式 羅文冠 
施純堅 

  高屏原鄉部落農業 劉敏莉 

  木瓜栽培管理訓練班學員收穫一拖拉庫 張芯瑜 

  第 2 屆青年農民－孫佳輝 鄭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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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期 104年8月 雜糧安全用藥講習開跑 羅文冠 
  培育青年農民 本場協助岡農學生職涯探索 張芯瑜 
  第 2 屆青年農民－廖學智 鄭竹均 
第216期 104年9月 賀 芒果皇后－李雪如 獲第 39 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黃昌 

李雪如 
  盆栽切花兩相宜－熱帶風情「薑荷花」 陳富永 
  嚴陣以待 加強防範檸檬黃龍病 曾敏南 
  夏雪芒果產季結束 本場提出穩定果實品質措施 李雪如 
  第 2 屆青年農民－薛智山 鄭竹均 
第217期 104年10月 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績優「穀」－高雄 145 號及高雄 147 號 張芳瑜 

吳志文 
  本場勇奪 2 席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蔡文堅 
  農藥「0」檢出 小胡瓜就是這樣種 劉敏莉 
  秋意涼 請農友加強棗白粉病防治 周浩平 
  本場籲請農友特別注意紅豆薊馬防治及落葉劑使用問題 陳泰元 

周浩平 
  第 2 屆青年農民－李騏勳 鄭竹均 
第218期 104年11月 厲行疏果 提高蜜棗品質 邱祝櫻 
  安全蔬果看這裡 阿蓮小果番茄再升級！ 劉敏莉 
  農特產品健康料理 輕鬆上手 張芯瑜 
  燕南飛增開課程說明會 張芯瑜 
  第 2 屆青年農民－賴恆裕 鄭竹均 
第219期 104年12月 105 全國蓮霧及棗優質管理果園評鑑 即將開跑 陳思如 
  黃場長視察專案青年農民 楊文振 

鄭竹均 
  農民學院回娘家 歡喜再團聚 張芯瑜 
  洋香瓜高雄 1 號「綠帝」與高雄 2 號「橘后」問世 尊貴不凡 施純堅 
  第 2 屆青年農民－顏佑霖 鄭竹均 

 

編印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邱祝櫻、鄭文吉 

本場研究彙報每年發行 2 期，內容為本育成之作物新品種及最新之作物
栽培管理技術，且均聘請場外學者專家審核，為本場各種發行刊物中學術研
究水準最高者。 

104 年度共出版 1 期(25 卷 2 期)，發行 200 份，內容及作者如下： 
題    目 作  者 
25 卷 2 期(104 年 12 月出版)  
1.胡瓜”高雄 3 號”品種之育成 劉敏莉 
2.鈣的平衡在蘋果苦痘病病徵發展之角色 
3.植物源殺蟲劑在葉蟎防治上之應用 

陳思如、李國譚、葉德銘 
陳明吟、曾敏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