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 中 區 農 情 月 刊
發行人：林學詩
總編輯：楊宏瑛
主 編：陳蓓真

第204期

發 行 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彰化縣大村鄉松槐路370號
電
話：04-8523101
網
址：http://www.tdais.gov.tw
農民服務專線：04-8532993 傳真：04-8524784
電子郵件：tfc@tdais.gov.tw

中華民國一○五年
八月發行

本期要目

彰化郵局許可證
彰化字第442號
無法投遞請退回
中華郵政彰化雜誌第 31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印刷設計：財政部印刷廠

本場參展2016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員林農工學生暑期農場體驗從農甘苦
夏季芫荽栽培要訣
盛夏熱情果 百變好滋味

臺中農改場
FB粉絲團

本場參展2016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文圖/梁燕青
今年7月21日至7月24日在臺北世貿南港展覽館展出「2016

展出期間，本場推廣臺灣生產的紅薏仁，以在地生產原料來

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已圓滿落幕。本次農業科技館以「創新

開發產品，讓民眾瞭解紅薏仁的好處，相關的廠商也積極詢問紅

智慧新農業、永續共享新價值」主題展出，本場在此次農業科技

薏仁技術移轉的規劃和內容；百香果組培苗出瓶馴化技術，參觀

館共展出2項研發成果，分別為「紅薏仁機能性食品原料與保健

民眾們也相當好奇，紛紛詢問如何取得百香果苗。此次的生物科

產品之開發」及「百香果組培苗及出瓶馴化技術」。

技大展，讓民眾和業者更親近體驗
臺中場農業科技的研發成果。

▲陳裕星副研究員說明紅
薏仁的好處與研發成
果，並與現場民眾進行
有獎徵答(圖/楊旻憲)

▲

▲民眾參觀本場研發成果百香果組培苗及出瓶馴化技術
本場陳裕星副研究員(左)和洪梅珠秘書(右)向黃副主任委員金城(中)解說本場紅薏仁
研發成果

竹類無病毒種苗栽培說明會			

文圖 / 趙佳鴻

為改善臺中市竹筍罹患「竹嵌紋病毒」的問題，本場於7月20
日在潭子區蔬菜產銷班第3班集貨場召開「竹類無病毒種苗栽培管
理技術暨合理化施肥說明會」，會中由本場趙佳鴻博士、戴振洋
副研究員、曾宥綋博士等介紹建立竹類無病毒種苗繁殖及肥培管
理技術，有近50位農民參加，與會筍農反應熱烈。
本場趙佳鴻副研究員指出，潭子地區為中部綠竹及麻竹重
要產區，近來卻因感染竹嵌紋病毒影響農民收益甚鉅；竹嵌紋病
毒主要藉由採筍刀及鋤具等傳播，竹類感染此病毒後，葉片出現
黃綠相間條紋、竹籜及桿節也會出現褐色條斑，所生產的竹筍會

▲感染竹嵌紋病毒的竹筍，竹籜及桿節會間雜褐色條斑(左圖)；罹病竹筍會出現木
質化黑斑，筍質變劣，粗硬難食，俗稱「筍釘」，失去商品價值(右圖)

出現木質化黑斑，筍質變劣，粗硬難食(俗稱筍釘)，失去商品價
值。防治竹嵌紋病毒最好策略就是選擇無病毒的筍苗進行竹園更
新，本場業已開發竹類無病毒種苗繁殖技術，建立無病毒種苗供
應體系，多年來顯著改善大坑地區麻竹罹染竹嵌紋病的情況。
本場針對潭子區竹類罹染竹嵌紋病說明解決之道，使筍農瞭
解竹嵌紋病傳播特性及無病毒種苗繁殖技術，後續並提供相關技
術，積極輔導潭子地區筍農建立無病毒竹苗繁殖圃，將可逐步供
應無病毒竹苗予筍農進行竹園更新。歡迎對竹筍無病毒健康種苗
有興趣的農友，逕洽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諮詢04-85231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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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農工學生
暑期農場體驗從農甘苦

5種葡萄佳釀新品種
接續發展臺灣葡萄釀酒產業
文圖/陳世芳

文圖/曾康綺

為增加農工職校在校生接觸農業職場機會，協助建立職涯目標
及方向，繼104年農委會針對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在校學生及服役前畢
業生試辦職涯探索及農業體驗，今年農委會持續辦理農工職業專科學
校學生職涯探索，本場以產業需求為考量，與員林農工合辦「農場經
營管理技術班」20小時訓練課程，課堂訓練後經過學校實習處推薦園
藝科、農場經營科、休閒農業科及畜產保健科二年級29位農家子弟
學生，由本場依農場可指導學生數量及學生居住地區，分別介接至永
靖鄉台盛農場、大村鄉劍門休閒農場、芳苑鄉增豐畜牧場，於暑期7

本場7月5日於農委會舉開記者會，介紹近年來陸續
育成適合臺灣氣候栽培之釀酒葡萄台中1號、台中2號、
台中3號、台中4號及台中5號等5個品種，皆具有獨特花
果香味，糖度皆達17-21度，酸度適中介於0.6-0.9%之間，
具有良好之釀造品質，可釀製不同特色葡萄酒，目前新品
種已技術移轉授權於農會或酒莊運用，推廣種植酒莊已達
10家，新品種將帶動臺灣釀酒葡萄產業一股新風潮。

月6日至7月31日，分二梯次每梯次10天，在台盛農場實作有機蔬果育
枯枝修剪、水生植物區整理、果園生態資源觀察盤點紀錄及體驗活動
見習；增豐畜牧場指導學生母豬產後保健、仔豬出生後處理、畜舍清
洗、離乳豬照顧、疫苗預防注射、飼料配製及日常豬隻管理等工作，

▲

苗、除草、採收、包裝等作業，向劍門休閒農場學習果園除草、果樹

本場近年陸續選育出適合臺
灣氣候條件之釀酒葡萄‘台
中1號、台中2號、台中3
號、台中4號及台中5號
(左至右)，讓酒莊業者有
更多品種選擇

以驗證其所學並吸收農業實務經驗，還學習到人際相處、團隊合作、
獨立、敬業精神，從做中學延伸從農準備及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本場林學詩場長(中)與團隊成員
發表研發成果

▲員林農工學生暑期至台盛農場體驗有機番石榴整枝修剪作業情形

青年農民故事行銷訓練

文圖/蔡本原

為提升青年農民故事行銷能力及透析故事設計原則，本場

段，故事的精采處就是證明故事前提預設的論證，當精采過後論

與中國生產力中心於7月7日假本場辦理「青年農民故事行銷訓

證必須完成，否則就是失敗的故事。青年農民在論述農產品故事

練」，特聘邀謬思編輯工作室王乾任(Zen大)老師授課，王老師

時，必須要掌握故事的6W1H元素：Who、When、What、Why、

寫作經驗豐富，課程中透過農業故事案例解析及學員分組實際演

Wow、Where及How，方能讓消費者產生興趣及共鳴，青農運用

練，教導青農學員寫出感動人心的產品故事。

發想故事點子技巧實作演練，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故事，參訓學員

王老師特別叮嚀青農伙伴，「故事」是將創意文字化最好的

表示該訓練可以應用在未來農產品行銷，獲益良多！

呈現方式，一個好故事的黃金法則為：破題/主人翁出場、主旨/
奮鬥之過程及結論/圓滿的結局，故事是一種證明前提預設的手

▲林學詩場長勉勵與會青年農民，運
用本身的農業優勢替自己農產品說
一個感動的故事

▲王乾任老師(前排左6)、本場洪梅珠秘書(前排中)、楊宏瑛代理課長(後排右1)與參訓青農伙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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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芫荽栽培要訣
文圖/林煜恒
芫荽(Coriandrum sativum L.)又名香菜，原產於南歐地中海沿岸，為世
界上最古老的辛香類蔬菜之一，全株皆可食用，華人習慣使用新鮮葉片於
湯品及菜餚之調味。芫荽性喜冷涼，適生長於17-20℃之環境，夏季30℃
以上高溫易造成植株生長發育受到抑制，為了在炎熱的夏天也能順利進行
芫荽栽培及生產，以下將介紹夏季芫荽栽培時的小訣竅。
夏季進行芫荽栽培時建議選用耐熱早生之大葉品種，播種前種子可先
▲芫荽採收後應立即以清水洗淨並整理成束放至4℃冰箱儲藏

以常溫自來水浸種6小時進行催芽處理，後撒播種植於田間，待3-4天即會
發芽。芫荽夏季栽培時常因高溫造成生育受阻而影響產量，建議可於播種
後14日，每1-2週施用台肥43號複合肥進行追肥，並於畦面上方約30公分
處搭設透光率約50%之黑網，以達降溫目的。芫荽幼苗高度達10公分時，
即進入生長旺盛期，夏季早晚應適度澆水以促進植株生長，但應避免田區
積水或過度潮濕，以防根部因高溫積水而腐爛。芫荽播種55-60天後，即
可進行採收作業，此時植株約具8-10片葉，株高約15-20公分，然芫荽質
地柔嫩，夏季採收後應立即以清水洗淨並整理成束放至4℃之冰箱進行儲
藏，以確保夏季芫荽之品質及儲架壽命。

▲夏季進行芫荽栽培時建議於畦面上方30公分處搭設遮光率約50%之黑網

深山

彰化埔心鄉農會舉辦
105 年彰化縣優質金蜜芒果
評鑑活動				

櫻
切

石竹切花品種之研發

花

文圖/易美秀
石竹是石竹亞綱、石竹目、石竹科
下之石竹屬(Dianthus)植物，約有300餘

文圖 / 陳盟松

物種，原產於中國、日本、美國、歐洲

彰化縣埔心鄉農會於7月22日舉辦彰化縣優質金蜜芒

等，臺灣亦有5個石竹屬物種，其中巴陵

果評鑑活動，現場由本場高德錚副場長、彰化縣政府農業

石竹和清水山石竹為臺灣特有種，此外還

處蘇啟懷科長與本場研究人員等參與評鑑及分析工作。本

有玉山石竹、瞿麥和長萼瞿麥。

次金蜜芒果評鑑果品來自埔心鄉、溪湖鎮、永靖鄉、田中

石竹類在園藝上較重要的種類分為五彩石竹、美國石竹、日本石

鎮、田尾鄉、社頭鄉等6個鄉鎮，共計50組參賽。評審依據

竹及香石竹，除了五彩石竹以外，其餘3種石竹都可作為切花使用。香

果實外觀、風味及糖度等一一評分，最後評鑑結果由埔心

石竹即是康乃馨，在國外已有久遠育種歷史與經驗，臺灣在康乃馨育

鄉郭萬從農友抱走冠軍獎座。金蜜芒果果皮金黃亮麗，糖

種不易與國外競爭，美國石竹國外已育成不需春化處理品種，由國內

度高達20度以上，果肉多汁味美帶有濃濃的奶香味。金蜜

進口商代為申請臺灣品種權，販賣種苗；日本石竹於國內切花市場上

芒果除鮮食外，也開發芒果乾、芒果冰淇淋及芒果醬等加

的名稱為深山櫻，一年四季皆可買到切花，在臺灣可週年生產。

工產品。

美國石竹102年5大市場交易量37,502打，交易金額1,621,930元，
104年交易量27,171打，交易金額1,317,608元；深山櫻於102年5大市場
交易量219,192打，交易金額9,248,783元，104年交易量282,344打，交
與產值有增加趨勢，104年較102年交易量增加52,821打，交易金額增
加3,733,472元，為美國石竹10倍。

▲

易金額13,286,577元，美國石竹產量與產值有下降趨勢，而深山櫻產量

現場展示金蜜
芒果鮮果、芒
果乾與冰淇淋
等產品

本場有鑑於此，以日本石竹(進口之日本石竹)和深山櫻(屬日本石
竹，已在臺灣馴化之地方品種)，進行品種間交配，並獲得雜交子代。
由於深山櫻具有耐熱性適合臺灣四季生產，但花色以白色為主，花序
分叉數少量感不足，而進口日本石竹除白色外亦有桃色且分叉數多，
但耐熱性較差，故以兩者為親本，以增加花色及量感。子代擬扦插繁
殖，再進行耐熱性篩
選，因不具香味，未
來再與臺灣原生具香
味石竹交配導入香味
特性，生產具香味耐
熱之切花石竹。
▲

日本石竹雜交子代

▲高德錚副場長(左)與彰化縣政府蘇啟懷科長針對金蜜芒果果形、外觀與
色澤等項目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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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熱情果 百變好滋味
炎炎夏日來上一口酸甜清爽的百香果汁，令人暑氣全消。百香果

▲

文圖/吳庭嘉

百香果盛開的花朵像時鐘表面的
刻劃又稱「時計果」

(Passiflora spp.)原產於中南美洲巴西一帶，又稱時計果、西番果、雞蛋
果、熱情果等，是屬於西番蓮科西番蓮屬的多年生蔓性果樹。目前臺
灣最重要的栽培品種是1975年育成的台農1號百香果，主要種植於南投
縣、臺中市等地，產期為6 -12月，7-9 月為盛產期。

▼百香果選購時以果皮著色完整呈深
紅或紫紅色，果粒飽滿豐圓，果皮
平整無皺縮、無腐爛發霉，有重量
感為佳

百香果選購時以果皮著色完整呈深紅或紫紅色，果粒飽滿豐圓，
果皮平整無皺縮、無腐爛發霉且清潔乾淨，有重量感者為佳。百香果為
更年型水果，果實成熟後期乙烯產生率及呼吸率明顯增加，促使後熟加
速品質變化，因此在常溫下無法久藏，若不立即食用宜冷藏在6℃下可
保存較久，或製成百香果原汁保存。成熟的百香果風味特別，味道酸中
帶甜，像是融合百種水果的風味，不論鮮食或製成果汁等加工食品都相
當可口。百香果汁中含有許多營養成份，富含蛋白質、類胡蘿蔔素、類
黃酮素、礦物質及維生素A、B、C等營養成分，具有生津解渴、促進食
慾、消除疲勞的功效。在民眾越來越注重天然、養身的飲食習慣下，使

▲

得過去多作為加工用的百香果受到消費者青睞多以購買新鮮果實食用。

本場動態

8月15日楊宏瑛研究員就任推廣課課長宣誓
儀式致詞(圖／陳蓓真)

圖 / 郭雅紋

活動快訊
時間

▲

▲本場環境課植保研究室劉興隆副研究員(左
圖)與人事室王麗貞課員(右圖)於8月2日榮
退，林學詩場長致贈紀念品與一等服務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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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7月26日辦理歡
送餐會，林學詩場長
與同仁感謝劉興隆副
研究員與王麗貞課員
對農業的貢獻與服務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8月30日

彰化縣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二林鎮農會

8月31日-9月2日

農民學院農產品加工進階班

本場推廣課2樓
訓練教室

9月21日-9月23日

農民學院小型農機具維修保
養進階班

本場推廣課2樓
訓練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站http://www.tdais.gov.tw

提升農業競爭力，建立永續農業典範～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有機農業篇
補助措施
埤頭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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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廊道推動範圍
高鐵

黃金廊道資訊網

FB粉絲專頁

有機農業/洽詢縣巿政府、鄉鎮公所及各級農會
申請轉型期前3年
‧每期作每公頃1.5萬元+各作物轉(契)作補貼
管路灌溉/洽詢彰化、雲林農田水利會
末端管路灌溉系統及灌溉調控設施
‧最高補助基準以系統設施費之70%為原則，每一農戶每年最高補助額度40萬元
節水溫網室/洽詢農會、合作社(場)
水平棚架網室、簡易式溫室、捲揚式溫室、鋼骨加強型溫室、加強型蔬果水平棚架網室
‧最高補助農民設置溫網室設施50%費用，每公頃最高補助550萬元

加入黃金廊道，發展有機農業，友善土地同時增加收益！
雲林二崙廖姓農友想種出「安心菜」，因而投入有機農業，參與黃金廊
道計畫後，搭建節水溫網室降低汙染風險、穩定作物品質，並利用噴灌方式
灌溉，省水、省工，同時延長採收期及增加產量。投資相關設施需要大筆資
金，黃金廊道的補助正好可以減輕負擔，讓她經營有機農業更加順利！

推動範圍 / 彰化縣與雲林縣高鐵沿線兩側，各1.5公里範圍農業用地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