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園藝研究所九十五年度第二學期

---高級設施園藝(碩士班) 
授課老師：洪進雄 

 
1.科目名稱：高級設施園藝學(Advanced Horticulture under the 

structure) 
2.學分數：每學期二學分，每週上課二小時。 
3.教學內容：本課程旨在使碩士班學生修習園藝設施之基本概念，並

探討各種作物利用設施生產之現況，然後再將專業知識於設施園

藝之研究、生產及經營，以為國家社會及農民創造更多的經濟效

益。 
4.教學內容： 

(1)探討農場設施及園藝設施。 
           (2)蔬菜園藝設施生產種類及產銷。 

(3)果樹園藝設施生產種類及產銷。 
(4)花卉園藝設施生產種類及產銷。。 

   (5)探討設施園藝之經營效益。 
5.教學活動：本課程除課堂講授外，配合校外參觀，增加學習效果。  
6.評量方法：學習成績由期中考(佔 30%)與期末考(佔 30%)及繳交平

時報告(佔 40%)來計算，以評量學習成果。 
          期末報告需於 6 月 20 日前交到園系館五樓(蔬菜研究室) 

洪進雄老師辦公室。 
7.上課內容： 

(1) 第一週(2/27)：農場設施—生產設施。 
(2) 第二週(3/6)：農場設施—溫室設施。 
(3) 第三週(3/13)：菇類生產自動化現況及展望。 
(4) 第四週(3/20)：水耕蔬菜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5) 第五週(3/27)：茄果類蔬菜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6) 第六週(4/3)：瓜果類蔬菜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7) 第七週(4/10)：芽菜類蔬菜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8) 第八週(4/17)：設施蔬菜栽培現況及趨勢(葉菜類)。  
(9) 第九章(4/24)：期中考。 
(10) 第十週(5/1)：蝴蝶蘭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11) 第十一週(5/8)：蝴蝶蘭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12) 第十二週(5/15)：文心蘭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13) 第十三週(5/22)：菊花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14) 第十四週(5/29)：果樹生產設施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15) 第十五週(6/5)：棗子設施生產現況及展望。 
(16) 第十六週(6/12)：其他果樹設施生產。  
(17) 第十七週(6/19)：設施生產與產期調節。 
(18) 第十八週(6/26)：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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