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名稱 單位
計畫 

主持人

大豆種原抗炭疽病篩選 農場組 黃裕榆

不同品種棗上主要害蟲田間生態及整合性防治研究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郝秀花

引入暨篩選洋蔥耐貯品種 鳳山分所蔬菜系 李香誼

文心蘭與大花蕙蘭之品種選育 花卉中心 蔡東明

水稻智能栽培體系之研發與驗證 作物組 顏信沐

水稻營養管理與非農業資材應用技術之研發 作物組 顏信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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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鶴花品種選育與分子遺傳分析研究 花卉中心 莊耿彰

以UAV作物健康監測技術結合精準田間管理應用服務開發 農化組 陳柱中

功能性素材製程與品管指標建-葉綠素光敏劑皮膚修護 鳳山分所經營利用系 楊淑惠

功能性微生物的快篩與複合配方開發 植病組 林宗俊

加工用馬鈴薯品種選育與延長儲藏之研究 嘉義分所農藝系 黃哲倫

加值咖啡綠色生產鏈資源物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嘉義分所園藝系 張淑芬

北部耐候柑橘種原利用評估 關西工作站 林詠洲

可移動型預冷模組之研發與應用 作物組 徐敏記

台灣番椒核心種原基因體資源及次世代生物技術之開發 生技組 王昭月

台灣稻熱病菌系分佈研究 植病組 陳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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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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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番茄栽培模式建立 鳳山分所蔬菜系 許淼淼

外銷潛力作物中小微數位轉型輔導-甘藷、胡蘿蔔、結球萵苣、

鳳梨、荔枝
嘉義分所農藝系 賴永昌

外銷蔬果產區安全用藥及防治策略研究 應動組 黃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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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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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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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間生長智能監測技術研發與雲端展示功能 作物組 賴明信

田間即時雜草感測及其施藥模組之開發 農工組 陳柏中

石竹耐候性品種選育 花卉中心 褚哲維

光電設施對土壤生產力與生態之影響研究 農化組 蔡耀賢

共通性資訊平臺與產銷服務創新應用 作物組 呂椿棠

印度棗生理與生長光源研究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郭展宏

因應氣候變遷之糧食韌性生產 作物組 陸明德

因應氣候變遷高溫逆境之果樹調適技術開發 關西工作站 宋家瑋

因應乾旱情境之番石榴園節灌系統開發與利用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謝鴻業

因應極端天候情境果樹栽培調適之研究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邱國棟

多重抗病性導入耐熱番茄育種族群 作物組 康樂

多重逆境篩選設施平台 生技組 曾清山

有害生物的入侵及蟲害管理策略研究 應動組 黃毓斌



計畫名稱 單位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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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柑橘土壤肥培管理及土壤環境生態評估指標之建立 農化組 林素禎

次世代機能性與多元性水稻快速育種技術 生技組 王怡雯

百香果苗期病害生物防治技術之研發 植病組 林宗俊

西部沿海區耕作制度規劃之研究 農化組 江志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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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生產系統戰略資訊整合與建置 花卉中心 戴廷恩

作物生產與資訊化應用及統計諮詢服務 作物組 楊滿霞

作物殘枝省工處理作業機具研究 農工組 黃國祥

作物種原庫系統維護及種原保存與利用 種原組 蕭翌柱

利用長期氣象預報資料建立作物有害生物之蟲害管理預測模式 應動組 黃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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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壓差膨發技術開發新型態蔬果乾燥產品 農化組 吳宗諺

抗病毒病與高適應性辣椒新品種選育 生技組 王昭月

災害影像判釋技術研發 農化組 陳琦玲

育苗場域遠端程控系統開發計畫 農場組 黃裕榆

芒果農藥減量生產模式之建立與應用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賴信順

防治馬鈴薯瘡痂病之生物製劑的商品化開發與應用 植病組 林宗俊

亞熱帶及外銷潛力果樹品種改良計畫 嘉義分所園藝系 唐佳惠

亞熱帶果樹設施生產體系建立與應用 嘉義分所園藝系 陳祈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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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果小蠹發生生態與防治之研究 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陳柏宏

東亞生態資訊聯網之建置與國際合作-主計畫 農化組 陳琦玲

果品內部缺陷自動化檢測技術 農化組 劉滄棽

果樹種原保育、利用及繁殖 嘉義分所園藝系 蔡惠文

沼液農地再利用模式與效益評估 農化組 陳琦玲

建立水稻生物防治之減藥減量栽培技術 農場組 蔡璿如

建立由強降雨所引發作物病害(青蔥、百香果、酪梨疫病，以及

玉米細菌性莖腐病)的管理技術
植病組 黃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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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高機能性成分深紫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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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農業用多樣性微生物菌株資料與保存 植病組 蔡佳欣

建立農業用微生物的確效試驗模組 植病組 蘇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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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翊庭

建立環境友善耕作模式 農化組 江志峯

建置農業文獻與統計分析數位交流網絡 技服組 陳烈夫

建置蘭花生育異常之監控及服務平台 應動組 陳淑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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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精品米高值化專區與紅米自生苗管理技術開發 作物組 吳東鴻

柑橘果實日燒預警系統開發 應動組 石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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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行軍蟲成蟲誘捕技術優化研究 應動組 江明耀

紅龍果貯藏期病害調查與防治技術開發 植病組 林筑蘋

耐候落葉果樹育種 作物組 陸明德

耐候穩產之熱帶果樹育種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劉碧鵑

耐逆境優質稻之開發 嘉義分所農藝系 吳永培

耐熱與抗病蔬菜品種選育 鳳山分所蔬菜系 林楨祐

苦瓜重要真菌性病害及蟲害綜合防治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湯佳蓉

茄子核心種原之建立活化及次世代基因型資料庫建置 種原組 陳述

茄科作物重要病害之快速檢測技術建立 生技組 關政平

茄科蔬菜重要病毒病害診斷與整合性防治 鳳山分所植物保護系 曹麗玉

重要經濟蘭花營養缺乏症狀之研究 花卉中心 吳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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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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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蔬果之特定通路產業需求之研究 農經組 莊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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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及加工用甘藷品種選育 嘉義分所農藝系 賴永昌

食用玉米及水稻輪作安全生產管理體系之建構 作物組 謝光照

香菇去柄機研發與作業流程省工化設計 農工組 黃國祥

香菇栽培衍生物全循環利用技術產品開發 植病組 李瑋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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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與落花生栽培土壤微生物功能性基因與健康土壤評估指標分

析
農化組 張明暉

香蕉與落花生栽培土壤微生物健康評估指標之建立 農化組 郭聆亦

原住民農業經營職能訓練需求評估 農化組 湯楊欽憲

原鄉地區作物栽培管理技術之改進 農化組 谷婉萍

根莖類作物種原保存及耐逆境品系之研究 嘉義分所農藝系 陸柏憲

根瘤線蟲防治用叢枝菌根菌商品之開發與應用 農化組 林素禎

氣候變遷下大宗作物（番茄）關鍵病蟲草害對其衝擊與緩解策略 植病組 鄭櫻慧

氣候變遷下重要病蟲害（荔枝細蛾、荔枝椿象、秋行軍蟲與稻熱

病）發生分布預測與其調適策略
應動組 李啟陽

氣候變遷情境下決策支援工具利用與推廣研習 作物組 陸明德

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文心蘭切花穩定生產及品質改進技術之研究 花卉中心 賴思倫

草莓健康原種苗和採種苗隔離溫室生產技術 農場組 李裕娟

荔枝與柑橘節水技術之應用與推廣 嘉義分所園藝系 張哲瑋

迷你蝴蝶蘭瓶內開花之研究 生技組 曹進義

馬鈴薯病毒檢測技術開發精進與應用 植病組 林玫珠

高用藥量柑橘類之農藥減量健康整合管理模式開發 嘉義分所園藝系 陳祈男

高產值耐候性飲料作物之選育 嘉義分所園藝系 張淑芬

高溫逆境對水稻產量、品質影響及調適研究 作物組 李長沛

區域糧食供應風險評估與決策支援 農化組 陳柱中

國產機能苦茶油製程標準化之建立 生技組 李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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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優質紅棗鮮果保鮮技術之研究 作物組 林妤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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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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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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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東方蚜小蜂商品化生產體系及應用技術 應動組 林鳳琪

強化無性繁殖作物種原庫功能輔助產業發展 種原組 邱輝龍

強化傳播蔬果病毒之媒介害蟲綜合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應動組 林鳳琪

探究乾旱逆境對水稻生產之影響 作物組 侯雅玲

推動農業創新育成跨域合作及多元服務 技服組 蕭淑芬

推廣水田雷射整平與水稻節水灌溉整合技術研發研究 作物組 吳東鴻

推廣作物節水技術之應用(鳳山分所)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邱國棟

梨與葡萄熱帶栽培模式開發研究 作物組 林詠洲

淹水與低溫逆境對水稻產量與品質之影響與調適研究 生技組 李雅琳

細胞電阻抗技術於文心蘭耐溫度逆境篩選之研究 花卉中心 蔡媦婷

設施花卉穩產高品質之栽培與智慧環控技術擴散 花卉中心 吳承軒

設施番茄生產預測模式之建立 作物組 康樂

設施熱帶果樹生產體系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陳薪喨

設施蔬果病蟲害整合管理策略之應用 應動組 許北辰

設施蔬果智能化生產體系之技術擴散 農場組 蔡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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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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農業於花卉栽培之利用 花卉中心 陳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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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試驗農場之建置與驗證 農場組 吳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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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合作及運籌管理專案 農工組 楊智凱

智慧農業技術促進、產業趨勢與智農聯盟模式規劃評估 農工組 徐武煥

智慧農業稻作智能技術與系統推展基地之建立 作物組 賴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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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系統性病害之鑑定與防治技術開發 植病組 蔡佳欣

結合資通訊水稻水分與肥培管理模式遙感監測技術驗證 作物組 吳東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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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菇類下腳料做為動物保健飼料添加物 植病組 陳美杏

菇類品種選育與栽培技術之改進 植病組 呂昀陞

菇類產業智慧化關鍵技術研發與應用推廣 植病組 石信德

菇類剩餘資材再生材料應用 植病組 余祥萱

菇類優化生產及AI化管理應用技術開發 植病組 石信德



計畫名稱 單位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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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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年生產型果樹產業提升及改進之研究-番石榴產業提升及改進

之研究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謝鴻業

週年生產型果樹產業提升及改進之研究-鳳山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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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紅龍果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劉碧鵑

開發分子標誌輔助花椰菜育種 作物組 林子凱

開發共生型微生物製劑改善香蕉栽培土壤地力 農化組 林素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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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農業害蟲寄生蜂之診斷鑑定技術—粉介殼蟲科寄生蜂之形態

診斷鑑定
應動組 陳淑佩

黃耆甘草柴胡專業生產栽培改進 作物組 林義恭

微生物殺蟲劑之昆蟲病原細菌快篩與研發 應動組 張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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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農機研究與性能測定 農工組 黃國祥

新興果樹黃金果採後處理貯運技術之研究 作物組 徐敏記

溫室構造設計輔助專家知識系統開發 農工組 徐武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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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翊庭

經濟性蘭花之品種選育 花卉中心 蔡媦婷

落花生及玉米品種選育 作物組 孫凭瑋

農民教育訓練課程數位學習成效分析 技服組 吳惠卿

農民學院授課講師能力提升之研究 農經組 陳源俊



計畫名稱 單位
計畫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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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農業菁英培訓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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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農業菁英培訓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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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農業菁英培訓計畫-薊馬及其媒介病害之管理策略 應動組 陳怡如

農產品集貨場場域採後處理管制點技術規範之建立 作物組 徐敏記

農園作物減少脂肪堆積研究 鳳山分所經營利用系 洪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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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健輝

農業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與應用-服務功能價值評估 所長室 林學詩

農業生態系統之金花蟲亞科：分類、食性及氣候變遷下之族群變

動
應動組 李奇峰

農業空間資訊整合協作 - 整合遙測技術、氣象IoT、空間資訊預

測稻熱病害預警
農化組 張翊庭

農業長期生態資訊應用與國際交流合作 農化組 陳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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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氣象觀測及災害防範 農工組 姚銘輝

農業設施產業智慧化之應用展示暨成果推廣 農工組 徐武煥

農業設施產業領航產業技術研發與應用 農工組 徐武煥

農業經營體系健檢平台建立與模組化輔導制度之建置 技服組 陳昌岑

農糧產業綱要科研策略規劃及成效管理計畫 農化組 劉滄棽

運動營養品機能性原料開發-大豆 生技組 劉威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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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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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友善之植物油除草劑商品化研發與應用 農化組 蔡耀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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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農業生技作物檢監測體系之研究 鳳山分所熱帶果樹系 高碧霜

精準農業生物技術作物田間隔離試驗與環境風險評估 生技組 陳涵葳

鳳梨、荔枝及文旦產業技術研發與應用 嘉義分所所長室 陳甘澍

鳳梨生產及智慧化關鍵技術研發及應用 農化組 黃維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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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作重要病害預測警示系統研發_稻熱病感染發病預警服務系統 植病組 陳繹年

稻草纖維素基製漿技術開發及產業加值應用 農化組 張明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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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果剩餘資材加工處理技術之研發 農化組 羅淑卿

蔭鳳梨加工標準化技術之建立 鳳山分所經營利用系 洪千雅

蝴蝶蘭生長模式及生產聯盟之研發應用 花卉中心 戴廷恩

調味鳳梨果乾及果醋製作技術之研究 嘉義分所園藝系 唐佳惠

調節代謝高機能性素材之開發-仙草 農化組 羅淑卿

適用有機蔬菜田之基徵草蛉飼料配方抗微生物技術研發 應動組 許北辰

鞏固符合全球良好農業規範之外銷鳳梨關鍵管理模式 嘉義分所園藝系 李柔誼

餘甘子調節代謝及外用高價值原料研發 生技組 洪子桓

導入新穎冷凍技術優化冷凍鮮果加工製程 農化組 蔡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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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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短期葉菜類蔬菜種苗生長預測模式於智慧化管理系統 農場組 蔡璿如

澳大利亞與臺灣新品種荔枝反季節生產及鳳梨產業調查計畫 嘉義分所園藝系 柯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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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眼減藥生產管理模式建立之研究 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賴柏羽

優化地區作物與設施栽培養分管理技術及營養診斷之研究 農化組 李艷琪

優化農業病蟲害智能管理系統及聊天機器人之服務 應動組 姚美吉

應用精準生物技術開發抗細菌性斑點病番茄品系 生技組 杜元凱

薑組織培養苗繁殖技術之建立 生技組 游舜期

蘭花產銷數位服務系統之建置 花卉中心 吳承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