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學年度園藝學系教師指導研究生畢業論文發表情形 

入學年 教師姓名 
碩博生 

系所級別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年 發表題目 

96 洪進雄 園藝系碩士班 邱獻毅 
蠔菇菌絲生長及出菇生理之

研究 
99 

趙晨崴、邱獻毅、洪進雄.2010. 不同

碳氮比組成分對秀診菇菌絲生長及出

菇之影響. 嘉義大學農林學報 

邱獻毅 、洪千惠、洪進雄.2009. 培養

液組成分及溫度處理對秀珍菇液體出

菇的影響 (海報發表). 臺灣園藝 

張雅涵 趙苡蓁 邱獻毅 洪進雄.2011. 

植物生長調節劑對酒杯菇固體培養基

出菇之影響. (海報發表). 臺灣園藝

2011年會 

趙苡蓁 張雅涵 邱獻毅 洪進雄.2011. 

植物生長調節劑對秀珍菇液體培養基

出菇之影響 (海報發表 ). 臺灣園藝

2011年會 

陳怡蓓 邱獻毅 洪進雄.2011. 不同胺

基酸對秀珍菇菌絲及出菇特性之影響

(海報發表). 臺灣園藝2011年會 

趙晨崴 邱獻毅 洪進雄.2011. 液態培

養基碳氮比對於秀珍菇出菇的影響 . 

臺灣園藝2011年會 

 



入學年 教師姓名 
碩博生 

系所級別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年 發表題目 

96 曾碩文 園藝系碩士班 柯鈞瀚 
嘉義市民眾對文化遺產自明

性及地方認同之研究 
99 

柯鈞瀚、曾碩文. 2009. 民眾對文化資

產的認知及對地方認同的影響. 2009

年景觀論壇. 台灣 台灣大學. 

96 曾碩文 園藝系碩士班 張冬霖 
嘉義市土地使用及公園綠地

變遷分析 
99 

張冬霖、曾碩文. 2011. 嘉義市公園綠

地變遷分析. 第九屆造園景觀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台灣. 東海大學. 

97 李堂察 園藝系碩士班 
Supaporn 

Pimsaman 

採收成熟度和二氧化氯處理

對‘台農17號’鳳梨品質和貯藏

之影響 

99 

Supaporn Pimsaman、李堂察.2011. 採

收成熟度和過氧化氯處理對‘台農17

號’鳳梨品質和貯藏之影響. 臺灣園藝

學會 100 年論文宣讀 . 臺灣園藝
56:245. 

97 李堂察 園藝系碩士班 簡坤志 
遮光網種類及防曬時期對鳳

梨品質之影響 
99 

簡坤志、蔡智賢、李堂察. 2011. 遮光

網防曬對‘台農17號’鳳梨品質之影響. 

臺灣園藝學會100年論文宣讀. 臺灣

園藝56:. 

97 李堂察 園藝系碩士班 李研瀚 
洋桔梗切花保鮮劑改進之研

究 
99 

李研瀚、蔡智賢、李堂察.2010. 保鮮

劑對洋桔梗切花瓶插壽命之影響. 臺

灣園藝學會99年論文宣讀. 宜蘭大學 

李研瀚、蔡智賢、李堂察.2010. 保鮮

劑對洋桔梗切花瓶插壽命之影響. 臺

灣園藝. 第55卷第4期. 

97 洪進雄 園藝系碩士班 陳亭妤 
彩葉草葉片與花粉形態及

ISSR分子標誌遺傳歧異度之
99 

陳亭妤 洪進雄. 彩葉草花粉之型態

特徵研究. 臺灣園藝學會100年論文



入學年 教師姓名 
碩博生 

系所級別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年 發表題目 

分析 宣讀.  

陳亭妤 洪進雄.2011. 彩葉草花粉之

型態特徵研究(海報發表). 臺灣園藝

2011年會 

陳亭妤 洪進雄.2012. 彩葉草花粉活

力之研究(海報發表). 臺灣園藝. 

陳亭妤 洪進雄.2012. 彩葉草葉片構

造之研究(海報發表). 臺灣園藝 

97 黃光亮 園藝系碩士班 黃智華 
植物生長抑制劑和遮光處理

對夜來香生長和開花之影響 
99 

黃 智 華 、 黃 光 亮 . 巴 克 素

(Paclobutrazol)和單克素(Uniconazole)

處理對夜來香盆花生長開花之影響 .

臺灣園藝學會九十八年論文宣讀.   

單克素和遮光處理對夜來香盆花生長

與開花之影響. 

97 

李 堂 察

（原蔡榮

哲） 

園藝系碩士班 吳宜錚 
鳳梨果皮及果肉釀造果醋及

澄清之研究 
99 

吳宜錚、李堂察. 2011. 逆滲透處理對

鳳梨醋澄清效果之研究. 臺灣園藝學

會100年論文宣讀. 臺灣園藝56: 

97 

紀 海 珊

（原蔡榮

哲） 

園藝系碩士班 李祐瑄 
影響觀葉植物購買意願之因

素與市場區隔之研究 
99 

李祐瑄、紀海珊、黃翠瑛. 2010. 影響

消費者對觀葉植物購買意願之研究 . 

景觀園藝與盆栽研討會暨盆栽作風成

果展.  

97 黃杰豊 園藝系碩士班 
Augsarin 

Jaikong 

Studies On In Vitro 

Morphogenesis from scaling of 

Ornithogalum saundersiae cv. 

99 
Augsarin Jaikong、黃杰豊. 2010. 聖星

百合(Ornithogalum)之鱗片培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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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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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 園藝海報組. 臺灣園藝56:. 

97 曾碩文 園藝系碩士班 凃博淪 

應用視覺模擬法評估雪霸國

家公園雪東線登山步道之社

會心理承載量 

99 

凃博淪、曾碩文. 2010. 民眾對嘉義市

蘭潭區域步道擁擠感與滿意度之研

究. 第12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

討會暨國際論壇. 台灣. 虎尾科技大

學. 

98 李堂察 園藝系碩士班 武文海 
採前調環酸鈣處理對椪柑果

實品質和貯藏之影響 
99 

武文海、呂明雄、李堂察. Effect of 

prohexadione-calcium on the fruit 

quality and storage of ‘Ponkan’ 

mandarin (Citrus reticulate Blanco). 臺

灣園藝. 第56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