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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出版時間 主 要 題 目 作 者 
105 期 107 年 9 月 日本紅豆栽培生產體系現況 羅文冠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於水稻田區管理之展望 

胡智傑 
張芳瑜 
周浩平 
王玉瑤 

  木瓜品種 SSR 分子鑑定技術開發 
宋品慧 
王仁晃 

  農民保險更周全 安心務農有保障  

106 期 107年12月 淺談咖啡烘培 
李頴宏 
林啟弘 

  恆春地區胡麻產業發展概況 張廖伯勳 
  芒果薊馬發生種類及防治 陳明昭 
  高屏地區果樹及水稻重要細菌性病害之認識與防治 周浩平 
  可可樹肥培管理 張雅菁 
  高壓動力噴霧機維護保養 潘光月 

  高屏地區學校支援型食農教育推動概況 
林勇信 
張芯瑜 

  106 年度農民學院熱帶果樹類訓練成效 張芯瑜 
  保勇健．保安康．保安全．保收入 照顧農民有保障  

編印高雄區農情月刊 
吳倩芳、吳志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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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共出版高雄區農情
月刊 12 期(24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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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別 出版時間 主 要 題 目 作 者 

第 244 期 107年 1月 林主委與產銷履歷達人、高屏區青農田園座談 吳志文 
  一年開放一天 迎賓日 鬧熱滾滾 吳志文 
  10℃低溫試煉 2018 全國蓮霧王、蜜棗王脫穎而出 陳思如、邱祝櫻
  一年一度迎賓日活動花絮  
  洋香瓜新品種高雄 2 號－橘后冬季試作屏東長治得

天獨厚 
施純堅 

  紅豆落葉劑安全使用及巴拉刈代噴示範觀摩 陳明吟、陳正恩
周浩平 

  申請農保－65 歲以下實際耕作農民 口頭約也可申
請農保喔 

農委會 

  各種對地直接給付獎勵 農委會 
  農委會公告－富邦產物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 農糧署 
  農委會公告「臺灣農產加工品生產追溯條碼適用品項」 農糧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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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別 出版時間 主 要 題 目 作 者 
第 245 期 107年 2月 春季氣候變化大 慎防芒果開花著果期病蟲來危害 陳明吟、陳泰元
  技轉資訊－絲瓜高雄 5 號、「速效性果樹營養補充包」  
  加工用青花菜品種篩選試作觀摩 朱雅玲 
  文宣－買農藥要登記及索取販售證明 防檢局 
  107 年度農民學院 開課資訊  
  循環農業－以畜牧場發酵沼液配製有機液肥及其應用 林永鴻 
  講習會 Q & A－從農工作證明申請及薊馬防治 蔡文堅彙整 
  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申請說明 農委會輔導處 
  講習會 歡迎聆聽指導 吳倩芳、蔡文堅
第 246 期 107年 3月 本場蘭花 2018 臺灣蘭展 大放異彩 宋品慧、翁一司

黃柄龍 
  棗果去籽加工 有機械幫大忙！ 黃柏昇、邱馨標

吳倩芳 
  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認定作業要點說明會 吳倩芳 
  高屏水稻進入分蘖盛期 請注意防範稻熱病 周浩平 
  春暖花開 慎防荔枝椿象危害 陳明吟 
  文宣－每日飲食指南  
  美國農業研究開發署蒞臨本場參訪 吳倩芳、陳俊吉
  您需要農業技術工的服務嗎？歡迎來電洽詢  
  講習會 Q & A－農作物保險 蔡文堅彙整 
第 247 期 107年 4月 蔡總統親臨「2018 桃園農業博覽會－創新農機館」

參觀本場研發之鳳梨削皮機 
黃柏昇 

  循環農業創新技術發表會～「生物炭發電」 吳志文、張耀聰
  青春飛揚 蔥滿幸福－農業打工新選擇 吳志文 
  結實纍纍 驚嘆聲連連 百香果栽培觀摩會 李文豪 
  水稻已屆孕穗期 穗稻熱病防治正當時 陳正恩、周浩平
  配合新農業政策推動 放寬專案農貸規定 農委會 
  訪視農業技術恆春團 準農業師傅上工花絮 蔡文堅 
  新進同仁介紹－人事室洪雪芳主任  
  講習會 Q & A－芒果健康管理技術 蔡文堅彙整 
  文宣－禁止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  
第 248 期 107年 5月 農委會林主委啟動區域農業人力調度機制 採收荔

枝免煩惱 
吳志文、吳倩芳

  賀戴順發副場長獲 107年行政院農委會模範公務人員 黃祥益 
  全國農業會議前哨-「地方草根會議－屏東場」 吳志文 
  歡收芒果 安心食－枯草桿菌 KHY8 成效令人驚豔 

省錢減藥一次滿足 
陳泰元 

  作物殘枝粉碎處理好 環境清新污染少 蘇博信 
  立法院三讀通過有機農業促進法 農業發展邁入新里程 農委會 
  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及「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修正案 從農環境更有保障
農委會 

  講習會 Q & A－芒果健康管理暨農藥減施技術 蔡文堅彙整 
  文宣－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文宣－政府組織改造 拼完最後一塊拼圖  
第 249 期 107年 6月 小英總統南下訪視「野蓮」及「香蕉」產業  勉

勵農友邁向「農業升級」 
吳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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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別 出版時間 主 要 題 目 作 者 
第 249 期 107年 6月 林景和場長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等農業專業獎章 人事室 
  降雨趨緩 請農友即時加強作物田間管理及病害防治 周浩平、陳思如

黃祥益 
  107 農業張老師諮詢輔導會議 在佳冬 蔡文堅、吳志文
  2018 國產洋蔥烹飪競賽 圓滿成功 張芯瑜 
  講習會 Q & A－亞磷酸使用、吉園圃標章取消建議 蔡文堅彙整 
  農業廢棄物 勿露天燃燒 以免受罰  
  文宣－快來申請好幫手  
第 250 期 107年 7月 夏季紅龍果 “有捨才有得”  
  紅龍果  夏季疏花疏果調節產量及提升品質措施與

輔導實績 
朱堉君 

  紅龍果濕腐病防治要領 植物保護研究室
  外銷芒果穩定安全生產技術示範觀摩 獲熱烈迴響 李雪如、陳泰元
  天然ㄟ尚好～不褐變的芒果乾 林怡如 
  雨後請注意木瓜根腐病、疫病之防範 植物保護研究室
  蔬菜軟腐病防治要領 植物保護研究室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將升級與產銷履歷接軌 農糧署 
  講習會 Q & A－紅龍果相關問題 蔡文堅彙整 
  雇主職場性騷擾防治義務 人事室 
  文宣－有機農業促進法  
  文宣－落實全國國土計畫 確立國土新秩序  
第 251 期 107年 8月 2018 臺灣生物科技大展 黃柄龍 
  「紅」、「水」擱「好栽」的切花火鶴  高雄 3 號

～紅鈴新品種發表會 
黃雅玲 

  2018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  本場展出豇豆抗萎凋病
嫁接苗詢問度高 

朱雅玲 

  去籽好幫手～氣輔式小果實去籽機來了 潘光月、邱馨標
  紅龍果疏花及產期調節講習會 朱堉君 
  新改變！送驗自動收樣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蘇博信、張雅菁
  波爾多液怎麼配？ 植物保護研究室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制度圖說 農委會輔導處 
  講習會 Q & A－木瓜栽培管理及農藥減施 蔡文堅彙整 
  文宣－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鼓勵洋蔥農民參與種植登記 介接產銷輔導體系 

提升品質並非限制種植 
農糧署 

  公告普硫松為禁用農藥 農委會 
第 252 期 107年 9月 林主委聰賢南下梓官 視察豪雨蔬菜農損 農糧署 
  雨後 果園、蔬菜復耕措施 陳思如、朱堉君

王仁晃 
  農業師傅 在職訓練 精益求精 蔡文堅 
  番石榴果實病害 植物保護研究室
  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示範觀摩會在澎湖 施純堅、王俊能
第 252 期 107年 9月 典雅美麗的薑荷花新品種 “高雄 1 號”、“高雄 2

號”授權業界利用 
陳富永 

  講習會 Q & A－紅豆栽培管理 蔡文堅彙整 
  文宣－外觀炫麗「龍眼雞」看見請通報 不要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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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3 期 107年10月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閉幕 凝聚各界共識 打造全民農業 農委會 
  崁頂鄉農會「稻米達人冠軍賽」一舉成名  高雄

147 號香米展現風華 
胡智傑 

  第三屆百大青農輔導 畢業 吳志文 
  李退之副主任委員蒞臨澎湖分場視察 吳倩芳、王俊能
  天漸秋涼 請農友注意防治棗白粉病 陳正恩、周浩平
  預防番茄病毒病害有撇步 陳正恩 
  「2018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永續發展館」 本場展

出受歡迎 
陳柏佑、施純堅

  講習會 Q & A－鳳梨栽培管理 蔡文堅彙整 
  花蓮縣富里青農造訪本場交流 吳志文 
  高麗菜栽種過量 農友請「減種穩物價」 農糧署 
  農民職災保險 預計 11 月 1 日開辦 農委會輔導處 
第 254 期 107年11月 賀！本場戴副場長順發 榮陞場長 洪雪芳 
  農委會推動紅豆友善環境栽培及落葉劑替代方案 

食用安全更有保證 
曾敏南 

  「鴨」與「毛豆」魅力出擊 高雄區榮獲 2 席十大神農 蔡文堅 
  賀！有機栽培農友李恭祿先生 榮獲有機產業傑出成就獎 侯秉賦 
  <活動預告> 2019 年全國蓮霧及棗 優質管理果園評鑑 陳思如 
  「2018 全國農業機械暨農業資材展」 本場參展品

項歷年最多！ 
邱馨標、潘光月

  萬代蘭切花保鮮液 讓瓶插更久更美麗 翁一司 
  傳統年菜健康煮 張芯瑜 
  講習會 Q & A－農業相關保險 蔡文堅彙整 
  文宣－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文宣－非洲豬瘟由你我一起防範  
  文宣－實耕證明宣導  
第 255 期 107年12月 吳志文研究員 榮陞 副場長  
  人事異動 王裕權研究員兼農業推廣課課長  
  熱帶新農業 幸福饗宴 GO！  
  水稻一期作即將開始囉！～請注意防範重要病蟲害 王玉瑤、周浩平

曾敏南 
  走過 30 年 本場辦理有機試驗田蔬菜及豆類友善栽

培觀摩會 
侯秉賦、周國隆

  巧妙應用檉柳防風林 秋季可在澎湖種安全優質的玉米 施純堅 
  高屏地區農業技術團 解缺工 傳技術 顧老小 農村

社區發展貢獻多 
蔡文堅 

  Q & A－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加保資格條件 農委會 
  講習會 Q & A－堰土、農藥及農機具補助 蔡文堅彙整 
  當農業遇上科技 張芯瑜 

編印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邱祝櫻、鄭文吉 

本場研究彙報內容為本場育成之作物新品種及最新之作物栽培管理技術，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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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共出版 1 期(27 卷 1 期)，發行 200 份，內容及作者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