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名稱 單位
計畫 

主持人

大豆及豌豆運動營養品機能性原料開發 生技組 劉威廷

本土藥用植物改善高尿酸及保健產品研發 生技組 洪子桓

多重逆境篩選設施平台 生技組 曾清山

建立苦茶油品質與風味規格化生產系統 生技組 李雅琳

建立苦茶油品質與風味規格化生產模式 生技組 李雅琳

建構異源基因表現之水稻分子農場 生技組 王怡雯

茄科作物重要病害之快速檢測技術建立 生技組 關政平

氣候變遷下水稻重要病害之發生檢測系統及其生態研究 生技組 關政平

迷你蝴蝶蘭瓶內開花之研究 生技組 曹進義

國產機能苦茶油製程標準化之建立 生技組 李雅琳

基因改造作物環境風險評估 生技組 曾清山

彩色辣椒核心種原之建立與利用 生技組 王昭月

甜瓜種原重要抗病性及外表型資訊之開發及應用 生技組 林思妤

植物性蛋白產品開發及其機能性成分與感官特性之研究 生技組 劉威廷

進口基因改造農糧產品產業應用追溯與出口邊境管理措施研究

(農試所)
生技組 杜元凱

臺加合作保健米穀產品開發及升糖指數分析 生技組 李雅琳

蔬食大豆迷你核心種原之建立 生技組 林大鈞

薑組織培養苗繁殖技術之建立 生技組 陳威臣

不同果形和抗病葡萄育種 作物組 陸明德

中草藥寧夏枸杞安全栽培與創新 作物組 林義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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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生殖生長期低溫調適之研究 作物組 顏信沐

水稻溫度逆境篩選平台建置與調適作為 作物組 李長沛

水稻鎘吸收遺傳歧異性與低累積選育模式建立之研究 作物組 吳東鴻

可移動型預冷模組之研發與應用 作物組 徐敏記

台灣農特精品之紅龍果全球良好農業規範(Global G.A.P.)關鍵技

術實作場域導入與重要管制點技術規範之建立
作物組 徐敏記

甘藍類蔬菜雄不稔系之選育與利用 作物組 林子凱

田間智能監測及福壽螺清除之技術開發 作物組 賴明信

共通性資訊平臺與產銷服務創新應用 作物組 呂椿棠

因應氣候變遷之糧食韌性生產 作物組 楊純明

早熟稉稻智能生產資料庫建置 作物組 吳東鴻

利用氣象資料進行玉米之生長模擬 作物組 戴宏宇

建立甘藍與甜瓜水分需求監測及灌溉管理模式 作物組 康樂

建立高通量外表型分析系統加速稻株特性評價 作物組 賴明信

建立高機能性成分蔬菜之栽培管理技術 作物組 何佳勳

建立野生稻對刺吸式害蟲新抗源之稉稻育種平台 作物組 李長沛

建構慣行栽培下有色碾餘米之綜合減損技術研究 作物組 吳東鴻

紅龍果外銷包裝資材開發及應用 作物組 林妤姍

重要農產業因應氣候變遷之風險評估及調適策略研究 作物組 謝光照

食用玉米及水稻輪作安全生產管理體系建構 作物組 謝光照

國產優質紅棗鮮果保鮮技術之研究 作物組 林妤姍

梨與枇杷耐高溫穩產新品種育成 作物組 林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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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與葡萄創新栽培模式開發研究 作物組 林詠洲

設施番茄品種選育 作物組 康樂

野生稻種有利基因開發與應用 作物組 李長沛

創新營農型綠能農業設施作物生產營運體系研究 作物組 蕭巧玲

評選耐貯運具外銷潛力之新品種荔枝並改良果園初級處理場配合

應用
作物組 王怡玎

開發溫暖季節生產青花菜之採後處理技術延長供應期 作物組 林子凱

新興果樹黃金果採後處理貯運技術之研究 作物組 徐敏記

落花生及玉米品種選育 作物組 戴宏宇

農委會農業菁英培訓-以基因體組選拔與雙單倍體技術提升玉米

育種效率之研究
作物組 陳裕儒

農業氣象及災害資訊加值化分析及減災調適研究 作物組 呂椿棠

農業試驗之統計諮詢服務與資訊化體系研究 作物組 楊滿霞

酪梨採後處理、貯藏、包裝及運銷冷鏈技術之研發改良與產業應

用
作物組 王怡玎

臺美雜草型紅米適應遺傳特徵與強化雙方長期防除策略之研究 作物組 吳東鴻

優質平地水蜜桃及澀柿品種選育 作物組 宋家瑋

優質花椰菜雄不稔親本培育 作物組 林子凱

北部具發展潛力柑橘種原評估與利用研究 作物組 林詠洲

建置農業文獻與統計分析數位交流網絡 技服組 陳烈夫

農產品加工訓練班訓練成效與從農風險分析 技服組 吳惠卿

農業育成中心營運與產業服務 技服組 蕭淑芬

文心蘭與大花蕙蘭盆花之品種選育 花卉中心 蔡東明

火鶴花品種選育與分子遺傳分析研究 花卉中心 莊耿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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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粉活性評估蝴蝶蘭耐溫性之技術建立 花卉中心 蔡媦婷

石竹耐候性品種選育 花卉中心 褚哲維

重要經濟蘭花栽培及商業性狀評估標準之建立 花卉中心 吳承軒

氣候變遷情境下文心蘭穩定生產及品質改進技術之研究 花卉中心 戴廷恩

循環農業於花卉栽培之利用 花卉中心 陳錦桐

經濟性蘭花之品種選育 花卉中心 吳容儀

農委會農業菁英培訓-探討控制乙烯調控型園產品採後品質之基

因網路
花卉中心 鍾淨惠

應用分子標誌進行文心蘭品種之分群與評估 花卉中心 鍾淨惠

蘭花高效、聯盟生產及數位服務之研發與應用 花卉中心 戴廷恩

ZYMV病原性分化對分子標誌篩選抗病瓜類的影響評估 植病組 林玫珠

土傳性植物病原卵菌之研究與建立作物疫病防治的國際合作關係 植病組 黃晉興

水稻稻熱病菌及白葉枯病菌致病型與水稻抗性關係之研究 植病組 陳繹年

由疫病菌引起蔥屬作物病害之研究 植病組 黃晉興

合乎校園午餐食材安全供應之蕹菜、十字花科小葉菜與菇蕈病蟲

害管理研究
植病組 黃晉興

安全性植物保護資材之應用-葉用甘藷、小葉菜類作物、青蔥、

東方甜瓜
植病組 蔡佳欣

百香果苗期病害生物防治技術之研發 植病組 林宗俊

低投入高效能之菇類菌絲體飼料添加物產製與研發 植病組 石信德

利用採收前後處理以降低小果番茄在冷鏈貯運的裂果與病害發生

率
植病組 黃晉興

建立百香果種苗外銷物流倉儲運輸病害防治管理技術 植病組 陳金枝

建立茄科具檢疫重要性之TMGMV、TYLCV與ToLCV的檢測方法 植病組 鄭櫻慧

紅龍果貯藏期病害調查與防治技術開發 植病組 林筑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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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熱帶果樹病蟲害安全用藥及整合性管理策略-蓮霧 植病組 蔡志濃

降低生物因子引起蝴蝶蘭貯運耗損之關鍵技術開發 植病組 蘇俊峰

氣候變遷下作物病害的預防與災後的復耕防治 植病組 蘇俊峰

循環利用菇類剩餘資材開發於菇類及設施作物栽培 植病組 李瑋崧

番茄系統性病害之鑑定與防治技術開發 植病組 蔡佳欣

菇類品種選育與栽培技術之改進 植病組 呂昀陞

菇類領航產業技術研發與應用 植病組 石信德

開發菇類下腳料作為動物保健飼料添加物 植病組 陳美杏

微生物(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T33SR2)殺線蟲劑之商品化

開發與應用
植病組 林宗俊

旗艦作物-菇類有害生物防治技術研發及安全生產體管理模式研

究
植病組 黃棨揚

整合紅龍果與印度棗田間到採後技術防治冷鏈過程之貯藏期病害 植病組 林筑蘋

蕙蘭炭疽病與根部線蟲之調查、鑑定及防治研究 植病組 黃巧雯

田間即時雜草感測及其施藥模組之開發 農工組 徐武煥

作物行間殘枝省工處理作業機具研究 農工組 黃國祥

智慧化設施蔬果收穫系統承裝運送設備之研發 農工組 邱相文

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跨域合作及專案管理 農工組 楊智凱

智慧農業技術促進與專案推動小組運籌 農工組 徐武煥

智慧農業產業分析、智財佈局與營運模式規劃 農工組 楊智凱

結合區域定位技術建立可變率施藥系統 農工組 陳俊仁

新型農機研究與性能測定 農工組 林建志

農作物災害早期預警及災損脆弱度分析 農工組 姚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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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動態產量預估及災害預警之系統研發 農工組 姚銘輝

農業氣象觀測之災害防範 農工組 姚銘輝

農業設施產業領航產業技術研發與應用 農工組 徐武煥

農業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與應用-服務功能價值評估 農化組 陳琦玲

仙草及薑黃高機能性素材之開發 農化組 羅淑卿

以即時影像AI追蹤技術進行鳳梨產業智慧化管理作業 農化組 陳柱中

包覆肥料及液體肥料研究 農化組 張瑞明

甘藷格外品與稻草應用於蛋白質飼料料源及可分解複合材料開發 農化組 張明暉

生物性肥料品質分析與肥功效盆栽評估方法之建立 農化組 林素禎

生食作物於冷鏈流通過程中降低食媒性微生物污染與建立安全管

理策略
農化組 蔡淑珍

地理資訊及作物生長模式應用於甘藷與食用玉米適地適栽及周年

生產模式之建立
農化組 陳柱中

有機果樹(柑橘、鳳梨與芒果)耕作系統開發與管理方法之建立 農化組 林素禎

利用農用生物炭減少土壤碳排放、促進碳封存及改善環境之效益

評估
農化組 陳琦玲

災害影像判別技術研發 農化組 陳琦玲

亞熱帶農業生態系資訊分享平台建置與國際合作-主計畫 農化組 陳琦玲

沼氣混合料源處理及共發酵技術開發 農化組 張明暉

非營農型光電綠能設施土壤管理與環境復育之研究 農化組 蔡耀賢

建立地景區新耕作系統與資源價值之評估 農化組 江志峰

建立遙測技術、作物模式的精準作物監測體系，開發遙測估測水

稻產量模型技術
農化組 郭鴻裕

建立環境友善耕作模式 農化組 江志峰

原鄉地區作物栽培管理技術之改進 農化組 谷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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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農民訓練需求評估 農化組 湯楊欽憲

高光譜即時農產品品質檢測技術開發-優化蝴蝶蘭產業規格分級

檢測系統
農化組 劉滄棽

區域糧食供應風險評估與決策支援 農化組 陳柱中

國際長期生態資料管理與整合分析新方法研究 農化組 陳琦玲

常壓低溫電漿技術於蔬果殺菌保鮮之應用開發 農化組 吳宗諺

提升經濟作物土壤與植體營養診斷服務效率與建立設施內作物栽

培周年生產模式之研發
農化組 張庚鵬

提升截切蔬果原料保鮮穩質技術 農化組 蔡淑珍

智能化土壤肥力檢測套組功能測試與肥力診斷標準建立 農化組 林毓雯

結合農用無人機與智慧工具應用於區域型作物的整合病蟲害管理 農化組 郭鴻裕

新型蔬果保鮮技術之開發 農化組 羅淑卿

禽流感風險資料庫及管理作業平臺智慧化分析應用開發 農化組 郭鴻裕

農牧循環經營模式之環境監測與減碳效益評估 農化組 陳琦玲

農業土地資源總盤點，調查高污染風險區農地重金屬，確認農地

質與量
農化組 郭鴻裕

鳳梨生產及關鍵技術智慧化研發及應用 農化組 黃維廷

導入新穎冷凍技術優化冷凍鮮果加工製程 農化組 蔡淑珍

叢枝菌根菌 Rhizophagus clarus 生物肥料之開發 農化組 林素禎

類鮮品質加工技術對農產品產業加值之應用 農化組 吳宗諺

大豆種原更新與抗炭疽病篩選 農場組 黃裕榆

育苗場域遠端程控系統開發計畫 農場組 黃裕榆

建立水稻農藥減量之永續生產管理模式 農場組 蔡璿如

設施大果番茄次世代栽培模式之建立 農場組 王毓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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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農場經營管理 農場組 吳錫家

隔離溫室內草莓種苗生產環境整合管理技術建構 農場組 李裕娟

蔬菜種苗生理參數指標調查與分析 農場組 蔡璿如

以示範場域與技術服務策略拓展農業新南向目標市場 農經組 莊凱恩

因應氣候變遷提升農業從業人員調適策略知能之研究-以農藝園

藝生產從業人員為例
農經組 陳源俊

重要蔬果之特定通路產業需求之研究 農經組 莊凱恩

農民學院分群分級課程之研究-加工班訓練成效追蹤之研究 農經組 陳源俊

農產品外銷潛力指標內容建置與開發分析介面 農經組 林盈甄

農產品冷鏈人才培育 農經組 林盈甄

因應氣候變遷下酪梨土傳性病害管理技術開發 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吳昭蓉

咖啡果小蠹發生生態與生物合理性農藥防治研究 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陳柏宏

荔枝果園關鍵性害蟲減藥管理生產模式之研究 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賴柏羽

強化水稻害蟲天敵防治效能之研究 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黃守宏

強化雲嘉地區關鍵小葉菜類、果菜類及根莖菜類作物之校園食材

安全生產體系
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陳柏宏

酪梨與柑桔重要病蟲害整合管理研究 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倪蕙芳

鳳梨、荔枝、文旦品質改善及利用技術之研究 嘉義分所園藝系 官青杉

咖啡新品種推廣及品種鑑別之研究 嘉義分所園藝系 張淑芬

果樹種原保育、利用及健康化繁殖 嘉義分所園藝系 蔡惠文

建構符合全球良好農業規範之外銷鳳梨管理模式 嘉義分所園藝系 李柔誼

建構符合全球良好農業規範之荔枝供果園之管理模式 嘉義分所園藝系 柯昱成

柑橘育種 嘉義分所園藝系 陳祈男



計畫名稱 單位
計畫 

主持人

柑橘與鳳梨栽培及有機管理技術之建立 嘉義分所園藝系 唐佳惠

荔枝、龍眼、酪梨、咖啡遺傳資源應用與作物改良 嘉義分所園藝系 朱彧瑩

符合永續生產之柑橘農藥減量健康整合管理模式開發 嘉義分所園藝系 陳祈男

臺灣荔枝於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試種計畫 嘉義分所園藝系 柯昱成

鳳梨果實預冷作業方式之開發與實用性評估 嘉義分所園藝系 唐佳惠

鳳梨品種改良 嘉義分所園藝系 官青杉

鳳梨採收集運與全程貯運冷鏈技術之建立 嘉義分所園藝系 官青杉

調味鳳梨果乾製作技術之研究 嘉義分所園藝系 唐佳惠

甘藷格外品與副產物加工產品開發 嘉義分所農藝系 陸柏憲

耐逆境優質稻之開發 嘉義分所農藝系 吳永培

根莖類作物種原保存及耐鹽品系之研究 嘉義分所農藝系 陸柏憲

馬鈴薯加工品種選育 嘉義分所農藝系 黃哲倫

優質及外銷專用甘藷品種選育 嘉義分所農藝系 賴永昌

利用長期預報資料進行觀賞花卉之花期預報 種原組 曾馨儀

國家作物種原庫營運管理 種原組 蕭翌柱

基因轉殖作物高效能檢監測體系之建立-水稻、馬鈴薯 種原組 陳述

番茄核心種原之建立與評估 種原組 陳述

外銷番石榴病蟲害整合管理模式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蔡蕣隍

百香果主要害蟲及害螨整合性防治之研究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郝秀花

苦瓜病蟲害整合性防治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湯佳蓉

茄子農藥減量客製化生產模式之建立與應用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賴信順



計畫名稱 單位
計畫 

主持人

茄果類安全生產體系之建構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賴信順

茄科蔬菜重要病毒病害診斷整合性防治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曹麗玉

作物功能性素材製程與品管指標建立-頭皮滋養 鳳山分所經營利用系 楊淑惠

芒果籽功能成分萃取與應用 鳳山分所經營利用系 楊淑惠

菠菜葉綠素衍生物生產技術與光敏性應用 鳳山分所經營利用系 楊淑惠

農園作物減少脂肪堆積研究 鳳山分所經營利用系 洪千雅

蔭鳳梨加工標準化與智能管理建立 鳳山分所經營利用系 洪千雅

一代雜交木瓜品種在東南亞地區試種調查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郭展宏

不同產季之外銷供果用木瓜貯運性質探討與披膜設計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陳薪喨

玉荷包荔枝農藥減量栽培技術開發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方信秀

印度棗生理與生長光源研究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郭展宏

百香果台農一號在東南亞地區試種調查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徐智政

具台灣特色之熱帶果樹育種及栽培技術改進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劉碧鵑

建構符合全球良好農業規範之外銷芒果供果園之管理模式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邱國棟

週年生產型果樹產業提升及改進之研究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邱國棟

進口基因改造農糧產品產業應用追溯與出口邊境管理措施研究

(鳳試所)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徐智政

新世代基因改造生物檢監測體系之建構-基因編輯作物檢測方法

評估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徐智政

熱帶果樹逆境(缺水、霪雨、高溫、低溫)調適及篩選平台建置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邱國棟

蓮霧黑糖芭比外銷冷鏈技術建立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黃基倬

引入暨篩選洋蔥耐貯品種 鳳山分所蔬菜系 李香誼

抗青枯病茄科蔬菜與根砧品種選育 鳳山分所蔬菜系 王三太



計畫名稱 單位
計畫 

主持人

抗黑腐病十字花科蔬菜品系組合力評估 鳳山分所蔬菜系 王三太

抗黑腐病甘藍之快速育成模式 鳳山分所蔬菜系 王三太

建構苦瓜高效水分利用灌溉模式 鳳山分所蔬菜系 林照能

胡瓜設施無土栽培技術之建立 鳳山分所蔬菜系 許淼淼

苦瓜抗萎凋病品種選育 鳳山分所蔬菜系 林照能

蔬菜一代雜交品種於東南亞地區之試種評估 鳳山分所蔬菜系 王三太

篩選耐貯運甘藍品種 鳳山分所蔬菜系 王三太

優質豐產十字花科蔬菜品種選育 鳳山分所蔬菜系 李碩朋

大豆油乳液在甜瓜害蟲防治上的應用研究 應動組 李啟陽

外銷萵苣害蟲性費洛蒙誘引技術改進研究 應動組 江明耀

外銷蔬果產區安全用藥及防治策略研究 應動組 黃毓斌

有害生物的入侵及蟲害管理策略研究 應動組 黃毓斌

利用氣象預報資料建立果樹之蟲害管理模式 應動組 黃毓斌

南方小黑花椿象生產自動機械化之研發與改進 應動組 林鳳琪

建立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害蟲發生分布與調適策略 應動組 李啟陽

柑橘果實生理病害智能感測模組與預警系統開發 應動組 石憲宗

病蟲害整合管理策略之應用—花胡瓜 應動組 許北辰

基於生物防治之蔬果重要粉蝨與薊馬綜合防治技術之研發改進 應動組 林鳳琪

斑翅果蠅在台灣分布探究及其與相近種間分子鑑定研究 應動組 邱一中

結球萵苣溯源生產智能管理之研發 應動組 江明耀

菇螨防治技術研發-重要菇類害螨診斷鑑定技術 應動組 申屠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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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農業害蟲之診斷鑑定技術—毛螢金花蟲屬(3/3)之形態診斷

鑑定及危害影響評估
應動組 李奇峰

微型光學多頻段分析農藥殘留快篩檢測系統研發 應動組 張淑貞

農委會農業菁英培訓-薊馬及其媒介病害之管理策略 應動組 陳怡如

對環境友善之無機化合物除草劑商品化研發與應用 應動組 石憲宗

適用有機蔬菜田之基徵草蛉運輸及施放技術研究 應動組 許北辰

優化農業害蟲智能專家管理系統 應動組 姚美吉

應用寄生蜂對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研究 應動組 陳淑佩

果樹作物因應逆境(暖化、颱風、水害、冬季升溫)栽培管理模式

之建立
關西工作站 宋家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