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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興大農推中心合辦「葡萄根腐線蟲防治技術觀摩會」紀實

十年磨一劍的紅茶築夢者 王朝偉

切花用紙箱摺箱機械研發及應用現況

新型木醋液配方應用於蔬菜有機栽培之初報

本場與興大農推中心合辦「葡萄根腐線蟲防治技術觀摩會」紀實

農業人力團現正招兵買馬 歡迎加入

文圖 /許晴情、顏志恆

中部地區近年來因線蟲影響，導致葡萄樹勢衰弱與產量銳減，因防治

困難，造成農民管理上的困擾。本場與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研究防治方

法有成，特於 110年 5月 14日於彰化縣大村鄉康氏農園舉辦「葡萄根腐線
蟲防治技術觀摩會」，由蕭政弘秘書主持，共有 76位農民前來參加，現場
互動熱絡。

研究人員許晴情助理研究員表示，自 109年起，本場即與興大農推中
心合作進行彰化縣 117處葡萄果園土壤線蟲相調查，結果發現葡萄植株受
根腐線蟲感染率高達 88%，受害植株出現葉片變小且數量減少、停梢，嚴
重甚至植株衰弱死亡，造成葡萄產量與品質降低，乃進一步於罹病嚴重的

田區進行防治試驗。

防治試驗主要透過枝條修剪期，施用含有放線菌之有機質肥料與化學

藥劑，於營養生長期至結果期運用稀釋 3,000-5,000倍之肉桂油灌注根圈。
結果顯示，試驗前土壤每百公克 195隻根腐線蟲，於處理 6個月後已下降
至 0隻，產量提升 4成，試驗效果良好，確實能有效降低土壤根腐線蟲密
度，使植株生長勢回復。透過田間示範觀摩，向葡萄農友分享根腐線蟲防

治技術，提醒農友勿輕忽根腐線蟲為害並應注意及時防治。

文圖 /曾康綺

為紓緩中部地區農產業缺工需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6年
起依區域產業特性與實務需求，在各地區成立農業人力團，由調度

單位進行人力招募與調度，以支援農業缺工需求及能量。中彰投地

區設有石岡、彰化及彰化芬園共 3個農業技術團，以及南投中寮農
業耕新團，其中農業技術團由本場培訓農業師傅，支援較高農業技

術的工作，農業耕新團農耕士則支援一般農務工作。藉由增加人力

供給，補充農場缺工人力，推動農事服務，截至 109年底，中部地
區農業人力團已上工 8萬以上人日，服務超過 5千家農場，有效改
善農業季節性與短期人力需求。目前本場轄區各農業人力團正在

拓增新勞動力，進行補徵人力工作，希望招募農業新血，協助農務

專業技術工作，成為農業季節性缺工的好幫手。夢想啟航就從這一

刻，歡迎對農事工作有興趣且禁得起考驗的有志之士，不限性別與

年齡，立即行動，投入農業，習得農業技藝，晉升為農業師傅達人，

相關資訊請上農業人力資源平臺 (ahr.coa.gov.tw)，於【最新消息】

▲處理前，根腐線蟲數量每百公克土 195隻、根易斷裂、葉片變少及停梢，甚至死亡

處理後，根腐線蟲數量降

至 0隻、樹勢恢復及產量
提升約 4成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本場辦理農業專業訓練，徐錦木助理研究員
(左 1)講解作物生產管理與栽培技術知能 (109
年 10月攝 )

 農業技術團農業師傅協助缺
工農場進行農事服務工作

查詢，或與下列農會推廣部聯絡。

-臺中市石岡區農會推廣部 04-25721246#36
-彰化縣芬園鄉農會推廣部 049-2522216#168
-彰化縣農會推廣部 04-7279193
-南投縣中寮鄉農會推廣部 049-269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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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施用注意事項 蔬果採後處理技術簡介
文圖 /郭雅紋、曾宥綋

生物炭 (biochar)是指有機物在限制
氧氣環境下熱裂解的固體產物，過程中同

時也會產生醋液、焦油及其他可燃氣體。

有機物經熱裂解後營養鹽具濃縮效應，又

生物炭施用於土壤是不可逆的操作，更應

重視原料與生物炭品質。炭化稻殼是較廣

為人知的生物炭之一，現今市面上可買到

竹炭、菱角殼炭、廢棄菇包顆粒炭及果樹

枝條炭等炭品。

生物炭的酸鹼值隨炭化溫度上升而

增加，呈現鹼性，建議依土壤酸鹼值適量

施用，以 2-3%用量 (重量比 )為宜，不可過量。生物炭成品質輕，含有
些許粉狀物，田間作業應加強人員防護，可穿戴手套與口罩，或於施用

前以少許水澆淋避免揚塵。另建議若施用於地表者，應先行混入土層，

避免生物炭隨灌溉水移動，造成用量不均與阻塞排水口。108年及 109
年於臺中市豐原區酸性紅土柑桔園以穴施法進行生物炭效果試驗，結果

顯示，生物炭處理組之果粒重、果實大小、果汁率及果肉重表現均較無

施用生物炭處理組高，另

生物炭處理可明顯提高產

量表現；在土壤肥力上，

生物炭處理組具提升土壤

酸鹼值效益，可同時增加

土壤有效性鉀與鈣含量，

建議每株椪柑可施用 33-51
公斤生物炭 (2-3%生物炭
添加量 )。

文圖 /吳庭嘉

蔬果產品採收後，尚需經過清潔、分級、包裝及運輸才

能銷售至消費者。為了使消費者能購買優良的新鮮蔬果，農

產品除了必須在合適的成熟度採收，還需要及時從田間送至

包裝集貨場進行預冷，以避免因田間溫度上升，致使農產品

品質降低。新鮮蔬果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中需經過層層運送、

品管及銷售，並維持適宜的低 (涼 )溫環境，以維持蔬果的新
鮮、品質及安全。

蔬果採收後仍為具有生命的有機體，會持續進行呼吸、

蒸散及其他各種代謝作用，是一種容易損壞的產品。蔬果採

收後生理代謝作用旺盛時，會使品質快速下降並縮短貯藏壽

命；若能於採收後將蔬果存於合適的環境條件下，則可維持

品質與延長貯藏壽命。採收後影響蔬果品質變化的環境因素

主要為溫度、濕度及氣體成分，三者中又以溫度為首要因素。

溫度是影響植物呼吸作用的最主要因素，呼吸作用為消

耗氧氣及葡萄糖，產生二氧化碳、水及熱。旺盛的呼吸作用

會加速蔬果糖分的消耗、水分的散失及呼吸熱的累積。在低

溫環境下貯藏可以降低蔬果採收後的呼吸作用，有效降低呼

吸率及呼吸熱的產生。但並非貯藏溫度越低效果越好，尚需

考量各類蔬果適宜的

貯藏溫度，即貯存最

適溫度，以發揮蔬果

耐貯性及抗病性；若

溫度過低則可能導致

貯藏期間或回溫時寒

害的發生，反而不利

於貯藏。

 ▲ 長期作物採穴施法施用

 ▲ 短期作物於整地前施用生物炭

 ▲ 新鮮蔬果採收後應儘速送至集貨包裝場所
或冷藏庫進行預冷，使蔬果維持低 (涼 )
溫，避免品質劣變

十年磨一劍的紅茶築夢者 王朝偉
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杜易倉

來自南投縣魚池鄉的青農王朝偉，因熱愛紅茶築夢投身於紅茶產業

經營，十年磨一劍，從一級生產提升至六級休閒產業，致力打造日月潭

紅茶文化。朝偉由源頭生產開始，建立契作農民茶園管理，包含施藥、

施肥及採摘標準，維持品質一致性；並致力改善與精進紅茶加工製程，

開發各項紅茶加工設備，且依不同品種開發不同加工模式，突顯各紅茶

品種特性，讓消費者能夠品嘗不同紅茶品種的風味。此外，朝偉為達到

安全生產與提高產品價值，配合政府驗證標章等政策，積極導入各項認

驗證，其中製茶廠通過 ISO22000、HACCP、產銷履歷及產地認證，並
獲選亮點茶莊與五星製茶廠等，成為茶產業經營的典範。

朝偉除了契作生產與製茶外，並於南投縣魚池鄉市中心成立紅茶觀

光休閒農場，積極推廣日月潭優質紅茶，園區結合奉茶文化、觀光茶廠、

DIY體驗及紅茶茶葉蛋品嘗等內容，達到每月來客數逾 2.5萬人的成績，
成功將人潮帶往魚池市中心。除觀光休閒農場外，也積極開拓紅茶通路，如超市、網站、社

群網路、遊樂園及休息站等，並開發飯店等通路。另為延伸紅茶文化，開發紅茶相關系列加

工產品，並在休閒農場園區成立日月潭紅茶手搖飲品牌，透過時下流行的茶飲文化，結合與

借力推廣日月潭紅茶。朝偉在努力於個

人紅茶產業經營外，也協助班員紅茶栽

培與產品銷售，並擔任魚池鄉青農聯誼

會副會長，未來也規劃以休閒農場為主

要據點，協助地區青農農產品銷售，達

到地區產業共好的目的。朝偉因在紅茶

產業的長期耕耘與優良事蹟，故榮獲第

32屆全國模範農民的高度肯定。
▲ 李紅曦場長 (左 3)、模範農民王朝偉 (右 3)與茶業
改良場蘇宗振場長 (右 1)等共同合影 (110年 1月
27日攝 )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左 2)頒發當選證書給模範農民得主魚池鄉王朝偉 (右 2)

▲ 王朝偉經營「喝喝茶」紅茶品牌，並開發多樣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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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青富民深耕在地　開創友善農業新價值
文 /蔡本原 

返青富民，不只一句口號，而是陳富民先生深耕在地，從農生活的體現。富民是埔里鎮在地人，除求學

時期及軍旅時光外，幾乎未曾離開此淳樸的山城，然而，他發現越是親近的故鄉，反而越陌生，於是他展開

重新認識埔里的計畫。工作之餘到當地社區發展協會服務與幫忙，並結交到許多好朋友，這些好朋友家中務

農且為農二代，在同儕影響下，從事農業的種子逐漸在富民心中萌芽。他回想小時候，家中曾經租賃田地務

農過，假日也會到田間幫忙，雖然辛苦，但內心愉快且滿足。

離開社區發展協會後，當時網路購物風潮盛行，本來想將辛苦的積蓄投入該行業謀利，與家人討論深思

後，最終選擇農業當成職業，以追求付出及收入比較踏實的生活。如同多數從農者的經驗，富民初踏入農業

生產，先和朋友合夥種植水稻約 6分地，扣除管銷費用及成本，發現收入根本無法生活，也讓他深刻體會從
農不能只靠興趣，必須對作物栽培管理、病蟲害防治

及生產成本收益分析等知識全盤理解，於是開始積極

學習與汲取農業新知。富民目前種植玉米、玉米筍、

蘿蔔、甘藍及包心白菜等，面積約 7分地，利用網路
社群進行銷售，獲得消費者青睞。由於崇尚生態永

續，採友善耕作方式，並創立「夏木藤」品牌，夏木

是希望成為夏天裡的大樹為人們遮蔭，藤則是表示藤

蔓與樹木共生，象徵著農夫與消費者的關係，夏木藤

品牌意涵著生產者與消費者間密不可分，農夫必須為

自己生產的農產品負責，這也是富民務農後回饋在地

的使命責任。

切花用紙箱摺箱機械
研發及應用現況

炎炎夏日～來碗消暑的甜酒釀

文圖 /張金元、田雲生

文 心 蘭 裝 箱

運輸所使用的容器

為平版型紙箱，原

為一片瓦楞紙板，

使用時才由人工摺

成立體箱盒。為能

在有限的時間內完

成，農忙時期人員

須另找時間預先摺

立紙箱囤放，以加

速出貨作業效率，

導致工時延長，且

疲勞容易造成肩頸

勞動傷害。

為減輕人員辛

勞，提高作業效率，

本場研發平版型紙

箱的摺箱機，可將一片瓦楞紙板自動摺成立體狀的長方形紙箱，

提供文心蘭切花採後裝箱作業用。原本人工摺箱需要經過 8個
摺曲步驟，才能完成 1個紙箱；使用摺箱機後，人員只要將紙
箱放入機器，即可自動將紙箱摺好。運用此機器除可減低現有

人員需找閒暇時間加工摺立紙箱，可減少農忙後又持續摺箱所

造成的過度勞動傷害，同時也避免工作場域囤積紙箱，造成活

動空間的擁擠不便，而農產業自動化亦提高生產力，維持競爭

力。本項平版型紙箱之摺立結構成果已取得我國新型專利 (證號
M601722)，相關資訊請洽本場農機研究室張金元助理研究員，
電話 04-8524204。

文圖 /蘇致柔

甜酒釀是糯米與酒麴發酵產生的食品，

酸酸甜甜的滋味令人食慾大開，可以搭配甜

湯、冰品及果汁等一起食用，例如冬天可以

做成溫暖的酒釀湯圓，夏天想要消暑也可以

來碗冰涼甜酒釀飲。除了甜品，甜酒釀也可

以入菜，在滷肉中加 1匙，為料理增添不同
風味。讓我們一起來自製甜酒釀，為炎炎夏

日帶來不一樣的清涼。

作法：

一、 製作過程中用到的器具如勺子與玻璃罐
等都需經沸水殺菌。

二、 圓糯米 1台斤洗淨，米與水比例 1：1
浸泡至米粒能用手捏碎的程度，放入

電鍋蒸熟，攤開放涼使米飯溫度降至

30°C。
三、 將酒麴 10公克與 600毫升水混合 (酒

麴比例視酒麴種類調整 )，將一部分酒
麴水與米飯混合均勻。

四、 混合後的米飯裝入大玻璃罐中至八分
滿，倒入剩下的酒麴水，中間戳一個洞

方便觀察發酵情形。

五、 發酵最適合的溫度約 30°C，冬天需放
在溫暖處並用毛巾保溫，夏天可放在室

溫中發酵，約 3-5天發酵完成 (發酵時
間依環境溫度與個人喜好可做調整 )。

六、 發酵好的甜酒釀煮沸以終止發酵，裝入
乾淨容器中放涼，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冰涼的甜酒釀即完成。

 ▲ 自動化摺立平版型紙箱，省工又安全

 ▲ 人員運用空閒時間摺立紙箱囤放，且摺箱工作程
序複雜，辛苦又費時

 ▲ 甜酒釀發酵中

 ▲ 在冷飲中添加 1匙甜酒
釀，增加酸甜好滋味

 ▲ 甜酒釀搭上蛋花，鹹鹹
甜甜真好吃

▲ 身後的玉米田不僅是陳富民的驕
傲，更是對消費者的責任 (圖 /
陳富民提供 )

   為維護生態環境與自然共生，採友
善耕作方式經營 (圖 /陳富民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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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化學農藥防治資材於柑橘貯藏性
病害防治

文圖 /羅佩昕

柑橘綠 (青 )黴病是柑橘果實貯藏期間
重要的病害，病原菌主要經由柑橘採收過

程中，果實因碰撞所產生的表面傷口侵入

感染，目前防治上仍以化學藥劑於採收前

噴灑或採收後處理，植物保護資訊系統推

薦之藥劑即包含克熱淨與腐絕。

然而近年來消費者意識抬頭，期望購

買不使用化學藥劑處理的貯藏柑橘，因此，

非化學農藥資材防治柑橘貯藏性病害技

術，逐漸成為重要開發項目。國內外已針

對可使用在柑橘採後處理之非化學農藥防

治資材有所研究，幾丁聚醣 (chitosan)與碳
酸氫鈉 (俗稱小蘇打 )皆可應用在柑橘貯藏
性病害之防治。幾丁聚醣是幾丁質 (chitin)
經由脫乙醯化作用得到的產物，不具生物

毒性且可降解，不溶於水但可溶於酸性物

質中，稀釋後施用在柑橘果實表面，不僅

可作為覆膜，阻絕病原菌侵入傷口，該物

質更具有抑制病原菌生長的效果。而碳酸氫鈉是一種食品添加物，除了用

於烹調外，也可用於環境清潔，國外柑橘包裝場已使用在場域的消毒，成

本低廉且不具毒性。本場試驗結果亦發現，稀釋的碳酸氫鈉具有減少柑橘

貯藏性病害發生的效果。

為因應消費者以非化學農藥防治柑橘貯藏性病害的需求，雖然目前研

究幾丁聚醣與碳酸氫鈉尚無法像化學藥劑達到完全抑制病害的功效，但其

仍可有效減少柑橘貯藏性病害的發生，值得進一步研究。

 柑橘綠黴病是柑橘採收後重要的貯
藏性病害

 經酸溶解後的幾丁聚醣，呈現半透
明膠狀

新型木醋液配方應用於蔬菜有機栽培之初步結果
文圖 /藍玄錦

隨著國人生態意識的提升，對於友善環境的觀念也日益加深，加上食

安問題日受重視，多數農友逐漸傾向以不施用化學藥劑與化學肥料之友善

耕作模式進行農作生產。然傳統之友善管理模式往往因病蟲害難以控管造

成產量不及慣行農法，且有機防治資材品項繁多，實際應用於田間栽培時，

往往受限於環境因子與人為因素，致使成效不彰、農友望之卻步，也成為

推動有機與友善耕作之限制。

木醋液乃木材或植物植體經破壞式蒸餾所產生的副產物，根據文獻指

出其具有一定之殺菌與驅蟲效果，同時可促進作物生長與發育。為增加其

應用成效，本場利用木醋液、糖蜜、乳清蛋白及甲殼素混合後，再以木黴

菌 TCT-P003進行發酵處理，產製新型木醋液配方。本配方經田間結球白
菜種植測試後，可降低黃條葉蚤危害；應用於蘿蔔栽培試驗，其根部、葉

 ▲ 木醋液配方應用於結球白菜栽培，可降低黃條葉蚤危害 (左 )，右為對照組

表 1.新型木醋液配方應用對蘿蔔‘永祥’生長之影響

根長
(cm)

根徑
(mm)

根鮮重
(g)

葉鮮重
(g)

根乾重
(g)

葉乾重
(g)

總醣
(%DW)

澱粉
(%DW)

木醋液配方 18.4 a 55.8 a 399.9 a 71.4 a 18.8 a 6.1 a 2.4 a 1.6 a

對照組 17.3 b 60.5 a 377.0 b 67.8 b 18.4 a 6.1 a 1.4 b 1.1 a

表 2.新型木醋液配方應用對不結球白菜‘蜜雪兒’生長之影響

單株重
(g)

株高
(cm)

葉寬
(cm)

葉數
(no.)

乾重
(g)

總醣
(%DW)

澱粉
(%DW)

木醋液配方 130.4 a 27.5 a 16.3 a 12.6 a 7.2 a 0.94 a 1.92 a

對照組 117.8 b 25.2 b 14.9 b 13.3 a 7.1 a 0.76 b 1.91 a

部鮮重顯著高於對照組 (表 1)；不結球白
菜栽培試驗，則單株重、株高、葉寬及總

醣，皆顯著高於對照組 (表 2)。
經由初步田間試驗結果顯示，本場

研發之新型木醋液配方，除促進作物生長

與提高產量外，亦可有效降低黃條葉蚤危

害，後續將再針對其防治機制進一步探

討，作為未來技術推廣及相關資材開發之

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