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簡介

場　　址：彰化縣大村鄉松槐路370號

電　　話：04-8523101~7
傳　　真：04-8525841
電子郵件：tfc@tdais.gov.tw
網　　址：http://tdares.coa.gov.tw



�組織與環境

　沿革  ............................................................................................. 3 

　臺中區農業環境介紹  .......................................................................4

　組織與編制  ....................................................................................5

　組織架構圖  ....................................................................................6

　主要業務 ........................................................................................7

�作物改良課 

　稻作與米質研究  ..............................................................................9

　特作與雜糧研究  ............................................................................ 11

　果樹研究 ......................................................................................13

　蔬菜研究 ......................................................................................15

　花卉研究 ......................................................................................17

　生物技術研究  ...............................................................................19

　農場管理 ......................................................................................21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  ...............................................................................23

　生物資材應用研究  .........................................................................25

　土壤肥料研究  ...............................................................................27

　農業機械研究  ...............................................................................29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  .........................................................................32

　農村生活與資訊傳播研究  ...............................................................33

　農業經營研究  ...............................................................................34

　農民暨消費者服務中心  ..................................................................35

�埔里分場 

目　錄



組織與環境



沿革

本場創立於民國前 10 年，民國 13 年合

併彰化、臺中、南投廳農會成為臺中州立農

事試驗場，建場臺中市郊，其後略有增減改

隸，於民國 39 年改組為臺灣省臺中區農林改

良場，直屬農林廳，又於民國 49 年修改組織

規定，定名為臺灣省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此

後民國 68年奉臺灣省政府核定進行遷場計畫，

在彰化縣大村鄉購地約 50.5 公頃，73 年 3 月

遷於新場辦公，另在南投縣魚池鄉購山坡地

約 16.7 公頃，成立埔里分場。民國 88 年 7 月

起改隸直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定名為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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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農業環境介紹

本場轄區包括臺中、彰化與南投等三縣

市，區域範圍面積 739,574 公頃，其中可耕面

積為 178,049 公頃，水田及旱田之比率為 6：

4，近年來由於政府提倡調整耕作制度，活化

農地之政策，此一比率將逐年改變。

由於氣候條件良好，適合於作物之週年

栽培，作物種類繁多及土地高度集約利用成

為本區之農業特色。年平均氣溫 23.2℃，七、

八月份最熱，平均溫度為 28.6℃，二月份最冷，

平均溫度為 16.8℃，過去十年之年平均雨量

為 1,508 公厘，但全年之雨量分配不太均勻，

夏天多雨，冬天為旱季。

轄區地形可分為沖積平原、盆地、臺地、

丘陵地及山地五種。濁水溪流域之彰化縣南

半部平坦沖積平原，為石灰性粘板岩沖積土，

土壤呈微鹼性至中鹼性反應。大肚溪與濁水

溪流域之彰化縣北半部沖積平原，為砂頁岩

與粘板岩混合沖積土，土壤呈微酸至中性反

應。臺中盆地為非石灰性砂頁岩沖積土，土

壤呈微酸性反應。八卦山、大肚山、新社、

后里、大坪頂等臺地為紅壤分布，土壤呈強

酸性反應。臺地邊緣及丘陵山坡地，則為面

積頗大之黃壤分布，土壤呈酸性反應，至於

高山地區則屬於林地砍伐後之森林土壤。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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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編制

本場業務單位有作物改良課、作物環境

課及農業推廣課。並依業務功能設置各類研

究室，作物改良課下設稻作與米質、特作與

雜糧、蔬菜、果樹、花卉、生物技術及農場

管理等 7個研究室；作物環境課下設植物保護、

生物資材應用、土壤肥料及農業機械等 4 個

研究室；農業推廣課下設農業推廣教育、農

村生活與資訊傳播及農業經營等 3 個研究室。

另設埔里分場負責坡地農業改良研究工作。

行政單位設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等單位，

負責行政支援工作。

本場編制員額71人，其中研究人員60

人，行政人員11人，技工和工友46人；研究

人員包括場長1人、研究員6人、副研究員14

人、助理研究員36人及技佐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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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長

秘　書
副場長

秘書室

人事室

主計室

業務單位

作物改良課

作物環境課

農業推廣課

埔里分場

行政單位稻作與米質研究室

特作與雜糧研究室

蔬菜研究室

果樹研究室

花卉研究室

生物技術研究室

農場管理研究室

植物保護研究室

生物資材應用研究室

土壤肥料研究室

農場機械研究室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農村生活與
資訊傳播研究室

農業經營研究室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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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1. 經濟性農作物之育種。

2. 農作物栽培技術之改良。

3. 農作物改良品種及其他種源之繁殖並保存。

4.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及永續農業之試驗研究。

5. 病蟲害防治及病蟲害發生之預測。

6. 農機之改良及設計。

7. 生物及微生物資源研究及開發。

8. 農業經營技術之改善研究。

9. 農業技術之服務、講習、示範觀摩及其他農業

　推廣教育。

10. 農村生活改善研究。

11. 農業產銷班整合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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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改良課
本課依任務設立稻作與米質、特作與雜糧、蔬菜、

果樹、花卉、生物技術、農場管理等 7個功能研究室，

以執行中部地區農藝及園藝作物之品種改良及栽培技

術輔導與示範推廣工作，利用 DNA 分子標誌進行輔助

育種，並開發保健植物產品與執行水稻及小麥良種繁

殖工作。



稻作與米質研究

稻作與米質研究主要任務係配合國家政

策發展，針對轄區稻作產業，積極育成優質品

種及改進生產技術，以提昇國產稻米競爭力。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 3 位博士級及 3 位碩

士級等 6 位研究人員與 3 位技工。儀器設備包

括：插秧機、兩行式水稻聯合收穫機、感應耦

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直鏈澱粉自動化學分

析儀、近紅外光自動分析儀、味度計、食味分

析計、快速糊液黏度測定儀、米飯張壓力測定

儀等儀器。

水稻育種目標以良質、豐產、耐逆境與

多樣化為主，重要研究成果方面，早年育成聞

名於世的` 台中65號＇與` 台中在來1號＇，近年

優質稉稻品種｀台稉 9 號＇

優質稉稻品種｀台中 192 號＇

優質秈稻品種｀台中秈 10 號＇

育成的` 台稉9號＇、` 台中糯70號＇、` 台中秈10

號＇、` 台中秈17號＇及` 台中秈糯1號＇等品種，

仍廣受消費市場與農民喜愛。新近育成適合加

工的` 台中秈糯2號＇、高產耐貯藏的｀台中192

號＇、優質香米的` 台中194號＇及大粒稉糯的

｀台中糯196號＇等品種，則已引起農民及消費

市場注意而具發展潛力。栽培技術改進方面，

配合本場育成品種之特性建立優質安全的栽培

模式，並強化有機米與良質米生產技術之研發

及推廣。稻米品質研究則以各試驗場所育成新

品系之米質分析為基礎，致力稻米食用多樣化

及加工產品開發，以提升國產米之市場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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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米食加工之大粒糯稻品種｀台中糯 196 號＇

快速糊液黏度測定儀分析稻米糊化黏度

硬秈稻米加工米粉絲與碗粿品質分析

優質安全生產模式可確保產量與米質

有機米生產體系利用合鴨可有效控制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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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作與雜糧研究主要任務為特用及雜糧

作物育種、栽培技術改進、保健產品生產技

術開發工作及地區農業輔導，主要研究高粱、

小麥、落花生、甘藷、蕎麥、薏苡、紅甘蔗

等作物，以及新興保健植物紫錐菊與亞麻之

品種改良及栽培技術改進，並執行調整耕作

制度活化農地與進口替代作物推廣工作。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 3 位碩士級研究人員、

2 名技工、2 位聘僱人員。儀器設備包括：雜

糧聯合收穫機、中耕機、施肥機、噴藥機等

田間作業設備。

在品種改良成果方面，育成高粱` 台中

特作與雜糧研究

優質高粱品種｀台中 5 號＇

5號＇、小麥` 台中選2號＇、蕎麥` 台中1、2、

3及5號＇、薏苡` 台中1、2、3號＇。此外，近

年來積極進行保健作物產品開發，已研發蕎

麥及薏仁保健產品。現正進行紫錐菊及亞麻

品種選育及栽培技術研究，並推出紫錐菊袋

茶、酊劑及萃取液等相關產品。在進口替代

作物推廣工作方面，選定適合種植之進口替

代作物種類(小麥、硬質玉米、薏苡及蕎麥

等)，導入機械化栽培技術，推動產業輔導。

同時，促進休耕農地活化及提高國內糧食自

給，提供農村多元創業與就業機會，打造臺

灣農業競爭力，重現農地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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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蕎麥開花情形

新興保健植物紫錐菊

薏苡｀台中 3 號＇

薏苡及蕎麥加工產品

小麥｀台中選 2 號＇

12　 

作物改良課



果樹研究

釀酒用葡萄｀台中 1 號＇ 釀酒用葡萄｀台中 2 號＇

釀酒用葡萄｀台中 3 號＇ 釀酒用葡萄｀台中 4 號＇

果樹研究主要任務為進行中部地區葡萄

與梨等重要果樹育種工作，培育優良果樹品

種以及提昇中部地區葡萄、梨、甜柿、紅龍

果、柑橘與番石榴等果樹栽培技術，穩定產

量及降低生產成本為目標。積極研發葡萄、

梨、紅龍果及番石榴等果樹產期調節技術，

分散產期以提昇果實品質，並建立轄區葡

萄、梨、柑橘及番石榴重要果樹生產及貯運

技術，進行示範推廣工作。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碩士級研究人員 5 名，

以及協助試驗與田間管理技工 3 名。儀器設

備包括：光合作用測定儀、光譜分析儀、全

波段分光光度計、迴轉式組織切片機、色差儀、

葉面積儀、超高速低溫離心機及微量螢光分

光光譜儀等提供試驗分析使用。另有大型冷

藏庫、溫網室、自走式割草機、施肥鑽孔機、

動力噴藥車及農用搬運車等農業機械設備進

行試驗區維護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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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台中 1 號＇

梨｀台中 2 號＇

梨｀台中 3 號＇

優質紅龍果夜間電照產期調節技術

｀台中 2 號＇梨進行二次催芽後，
植株開花及新梢生長情形

果園夜間電照提高葡萄著果率

重要研究成果方面，已育成具濃郁麝香

味之釀酒用葡萄` 台中1號＇、` 台中2號＇、` 台

中3號＇及` 台中4號＇，其中` 台中1號、3號＇

為黃綠色品種，適合釀製白酒。` 台中2號＇、

｀台中4號＇分別為紫黑色及暗紅紫色品種，

適合釀製紅酒。低需冷性梨育種方面已育成

梨` 台中1號＇、` 台中2號及` 台中3號＇等品

種，品質優良，適合低海拔種植。

於栽培技術方面，已建立葡萄週年生產

模式，使臺灣葡萄可達到週年生產，大幅提

昇果實品質。且開發梨之二次催芽法，使梨

可在低海拔一年雙收栽培。並建立甜柿、番

石榴、紅龍果、枇杷及柑橘栽培管理技術，

提昇果實品質。在紅龍果產期調節部分，已

建立「優質紅龍果產期調節技術」可延長紅

龍果產期至隔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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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研究

優質葉用豌豆品種｀台中 15 號＇茄子 V 型整枝

蔬菜研究著重於耐環

境逆境與優質品種選育，

包含十字花科蔬菜甘藍、

芥藍、蘿蔔、青花菜，豆

科蔬菜豌豆及菜豆及其他

如芹菜、冬瓜、番茄、洋

蔥、胡蘿蔔等中部地區及

具國際市場之重要蔬菜。另研發設施果菜類

栽培技術、有機蔬菜栽培技術以增進農民收

益，並針對轄區內特色蔬菜栽培及採後技術

進行改良與示範推廣。此外，隨著國人對於

健康飲食的觀念日趨重視，加強蔬菜營養成

分分析及開發等工作，提升蔬菜附加價值。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5位碩士級研究人員、

4名技工、1名研究助理。硬體設施及儀器設

備包括蔬菜溫室、水耕溫室、育苗室、簡易

溫網室、玻璃生長控制溫室、曳引機、中耕

機、超高速離心機、光學螢光顯微鏡、解剖

顯微鏡、酵素免疫分析儀、元素分析儀、無

菌操作檯等。

已育成豌豆、菜

豆、甘藍、芥藍、葉用

蘿蔔、油菜、番茄等20

餘個新品種，尤以育成

臺灣多用途豌豆品種及

適合夏季平地栽種之耐

熱甘藍著名。在栽培技

術方面已研發大蒜促成

栽培、茄子Ｖ型整枝、設施蔬菜栽培、有機茭

白筍栽培及有機番茄育苗等技術，開發矮架組

合式葉菜專用溫室、動態浮根式水耕系統以生

產優質化蔬果，並致力於蔬菜機能性成分分

析，開發蔬菜附加營養價值。更針對中部地區

主要特色蔬菜如芋頭、薑、龍鬚菜進行栽培及

貯藏技術改進，協助蔬菜產業發展。

耐熱甘藍新品種
｀台中 2 號＇

無筋絲菜豆新品種
｀台中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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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甜豌豆品種

｀台中 13 號＇

抗白粉病莢用豌豆
新品種｀台中 16 號＇

動態浮根式葉菜水耕栽培系統

設施蔬果栽培技術研發

有機茭白筍栽培

龍鬚菜採後技術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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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研究

花卉研究針對轄區內之大宗花卉作物及

區域特色作物進行品種選育及栽培改良之試

驗研發，包括洋桔梗生育及切花品質改善之

研究與推廣，耐熱夏菊選育、栽培研究與推廣，

文心蘭及春石斛蘭品種選育、栽培研究與推

廣，文心蘭莖頂培養、蒴果無菌播種等組培

無性、有性繁殖之研究，以及辦理石竹屬及

菊花品種檢定。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 4 位碩士級研究人

員，2 名技工。儀器設備包括：硬體設施及

實驗室儀器包含網室、塑膠布溫室、植物組

織培養室、高壓殺菌釜、解剖顯微鏡、二次

蒸餾水製造器、酸鹼度測定儀、無菌操作臺、

微量天平、介質水分測定儀、中耕機等。

重要研究成果：已育成菊花低溫鈍感品

種` 台中1號 ~ 5號＇，耐熱夏菊` 6號 ~ 8號＇。

其中` 台中 1 號＇為秋冬重瓣大菊，` 台中 7 

號＇為耐淹水品種。另已取得文心蘭` 台中1號 

~ 3號＇植物品種權。春石斛蘭育種，選育出

｀台中1號 ~ 3號＇。文心蘭栽培技術方面，建

立高壓鈉燈電照調節文心蘭產期方法以及建

立文心蘭小苗氮磷鉀施用方法。洋桔梗栽培

技術改善包括建立洋桔梗品種資訊、完成洋

桔梗畦面覆蓋栽培技術、種子涼溫育苗、植

物生長調節劑施用及遮陰處理初步試驗等栽

培技術，並研究儲運保鮮技術，提高外銷切

花品質；引進彩色海芋新品種 13 個切花及盆

花品種，進行不同設施環境之栽培試驗，以

篩選適合本轄區栽培之新品種。

文心蘭｀台中 3 號 - 甜蜜微笑＇洋桔梗畦面覆蓋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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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蘭｀台中 1 號 - 金幣＇

春石斛｀台中 1 號 - 新夢幻＇ 春石斛｀台中 2 號 - 紅雀＇ 春石斛｀台中 3 號 - 金島＇

菊花｀台中 7 號 - 水美人＇

菊花｀台中 8 號 - 夏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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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研究

生 物 技 術 研

究研發任務為作物

機能性成分分析、

保健產品開發、分

子標誌輔助育種與

品種分子鑑定。作

物保健產品開發方

面，引進新興保健

作物，進行栽培試驗及有效成分分析，提供

多樣化保健作物栽培選擇，促進產業升級，

開發純露及精油萃取技術，並研發相關保健

產品如膠囊、袋茶、飲料及滴劑，輔導業者

生產優質保健產品。在分子標誌研究方面，

透過建立作物品種鑑定技術，保障品種權及

育種者權利，促進優良品種之市場競爭力。

應用分子標誌輔助技術以提升選種效率，特

定性狀如抗病、耐貯運等在傳統育種法不易

掌握基因動向，以分子標誌提升選種精準

度，輔助各研究室育成優良新品種，縮短育

種年限。

目前研究人員配置 1 位博士級與 1 位碩

士級研究人員。硬體設施及實驗室儀器包含

蘭花溫室、組織培養室、化學分析實驗室、

分子生物實驗室、氣相層析質譜儀、HPLC 分

析儀、自動化核酸萃取設備、毛細管電泳儀、

聚合酵素連鎖反應儀、核酸電泳及攝影設備、

螢光顯微鏡、無菌操作檯等。

近年來研發成果豐碩，獲得 5 項專利，

包括中華民國專利「含澱粉樣品之 DNA 萃取

液及其萃取方法」、「促進細胞生長和增加欲表

現的目標基因產物生產量之方法」、「用以增

進重組型蛋白質的生產的核酸建構物與表現

載體，以及用以大量生產重組型蛋白質的方

法」、「耐高溫乾燥之酵母菌及其篩選方法」以

及歐盟專利「Nucleic acid construct, expression 

vector and method for enhancing the production 

of recombinant protein」。在保健產品方面之研

發成果，已開發香蜂草與玫瑰純露保養品、紫

錐菊機能性成分萃取與保健產品，並已完成技

術移轉。在分子標誌研究方面的研發成果，已

建立水稻、葡萄、豌豆及菊花等作物之品種鑑

定技術，並輔助水稻抗白葉枯病育種、梨耐貯

運育種及豌豆抗白粉病育種。

紫錐菊保健產品

香蜂草袋茶產品

  19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介



檢測乙烯合成基因輔助耐貯運梨育種

水稻抗白葉枯病分子標誌輔助育種

開發組織培養技術，生產「臺灣白及」幼苗

開發玫瑰純露保養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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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管理

農場管理負責場區試驗田管理與環境綠

美化維護，協助各研究室試驗田整地、油料

及大型農機具操作管理。目前研究人力配置

包括1位碩士級研究人員與技工7名。儀器設

備包括：曳引機(60、75、80、110 HP)共4

臺、烘穀機(處理量6,000、7,200 ㎏)共2臺、

中耕機1臺、碾米機2臺、白米真空包裝機1

臺、溫室1間、油庫1間、肥料倉庫1間等。 

稻榖烘穀機設備白米精米機小型碾米機 真空包裝機

操作曳引機進行試驗田區整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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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環境課
本課設有植物保護、生物資材應用、土壤肥料及農業

機械等 4個研究室，任務在調和區域性作物與環境的互動關

係，研發農藝及園藝作物病蟲害管理技術與防治輔導，開發

具植物保護功效的生物製劑及促進作物生長的生物性肥料

等，以提供農民在化學藥劑及化學肥料之外的選擇。建立土

壤永續經營管理技術及推動合理化施肥以健全農業生態環

境，另針對區域性需求研發農耕管理機具及整合資通訊系統

應用於農業設施之技術。

CK

Tcba05



植物保護研究

植物保護研究主要任務為辦理重要作物

病蟲害之防治技術建立及疫情監測、研發作

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輔導農民安全用

藥及成立「吉園圃蔬果」產銷班、提供作物

病蟲害診斷及諮詢服務。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 6 位研究人員，其

中博士級 1 位、碩士級 5 位，2 名技工及 1 位

聘僱人員。儀器設備包括超高速離心機、微

分干涉相位差光學顯微鏡、電動化立體顯微

鏡、自動免疫光譜分析儀、蛋白質濃縮機、

微量震盪均質機、菌種鑑定判讀儀、自動接

菌機、聚合酵素連鎖反應儀 2 台、溫室 3 間、

養蟲室 2 間、試驗田 1 公頃 ( 設施及露天 ) 。

建立麻竹筍無病毒種苗生產技術及完成技轉

左：對照區白紋羽病病勢嚴重
右：研發醱酵液有效防治枇杷白紋羽病

中改式昆蟲性費洛蒙誘蟲盒

開發 50％
亞磷酸溶液配方及完成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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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芋頭種苗消毒技術

建立無農藥殘留之設施
葡萄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

建立亞磷酸防治作物露菌病技術

近年來已辦理 6 件技術移轉，包括「麻

竹筍無病毒種苗生產技術」、「亞磷酸溶液

配方」、「一種防治枇杷白紋羽病及改善植

株生育醱酵液之配方」、「無農藥殘留之設

施花胡瓜管理技術」、「菊花育苗期土壤傳

播性病害綜合防治技術」及「免燻蒸外銷菊

花之田間害蟲管理技術」。積極開發病蟲害

非農藥防治技術及作物病蟲害綜合防治策

略，已建立「芋頭種苗消毒技術」、「無農

藥殘留之設施葡萄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

「夏季韭黃栽培與病蟲害防治技術」、「卵

形捕植蟎捕食銀葉粉蝨之管理策略」、「亞

磷酸防治作物露菌病之防治策略」及開發

「中改式昆蟲性費洛蒙誘蟲盒」。在作物

病蟲害資訊彙整方面，已出版「花卉常見

蟲害管理圖說」、「植物病毒的傳播與傳

毒原理」、「梨樹常見有害動物圖說與其

管理」、「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

說」、「中部地區經濟竹類病蟲害圖說」、

「中部地區番石榴病蟲及害物圖說」、「中

部地區柑橘病蟲害圖說」、「洋桔梗病蟲害

防治」等作物病蟲害技術書籍。本場輔導台

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吉園圃安全蔬果產銷

班之安全用藥及病蟲害防治記錄簿審查；轄

區內吉園圃班共572班，吉園圃種植面積佔有

率 7.6 % (吉園圃 6,235 公頃/蔬果面積 81,144 

公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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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材應用研究

生物資材應用研究主要任務在開發本土

性生物及微生物資源做為生物性農藥及生物

性肥料之來源，透過製劑商品化及田間有效

應用，提供農民於使用化學農藥及化學肥料

外的替代性選擇，結合對環境友善的管理策

略，以維護農業生態環境的健康。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3位碩士級研究人

員。儀器設備有高效液相層析儀、光電比色

計、光學顯微鏡、均質機、離心機、無菌操

作臺、電泳膠影像系統、醱酵槽、桌上型菌

種冷凍乾燥機、微生物菌落自動塗佈 /偵測

分析儀、多功能水質分析儀、真空減壓濃縮

機、-30℃低溫冷凍裝置、迴轉式定溫振盪

器、定溫培養箱、多溫度控制培養箱等。

木黴菌大量繁殖技術

微生物製劑施用情形

拮抗微生物對峙培養

水稻蛾類害蟲性費洛蒙

  25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介



重要研究成果包括開發水稻二化螟及瘤

野螟性費洛蒙配方作為田間族群監測用途，

已納入為水稻害蟲整合管理的重要技術。開發

多種功能性微生物菌種作為堆肥發酵及促進作

物生長，包括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木黴菌菌種、

結合木黴菌、枯草桿菌及多種有機資材開發

有機營養液菌肥等。開發多種微生物菌種作

為植物保護用途，包括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製

劑防治豆科蔬菜土壤傳播性病害的萎凋病、

木黴菌製劑防治蔬菜苗期病害及放線菌製劑

防治番茄青枯病等。另外，建立小麥病蟲害

防治曆及水稻趨光性害蟲長期監測資料等。

相關研究成果已申請多項專利及辦理技術移

轉，對於生物性農業資材產業發展多所助益。

微生物製劑處理防治豇豆萎凋病
( 上 : 處理區；下 : 對照區 )

小麥病蟲害防治曆 ( 二 )

小麥病蟲害防治曆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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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料研究

土壤肥料研究主要從事土壤、植物營養、

有益微生物、農業環境保護等研究和調查，建

立農田土壤永續經營管理技術。工作包含(1)

研究作物之養分利用率和肥料需要量及改進

施肥技術，調整肥培管理模式，提高施肥效

果。(2)辦理土壤和植體診斷技術，提供土壤

改良和施肥建議，推動農作物合理化施肥。

(3)篩選有益微生物和發展農業資材加值利

用。(4)協助轄區內農地和作物公害案件處理

及有機質肥料查驗。篩選有益微生物和發展

農業資材加值利用是研究室近年首要目標，

分離、純化、鑑定一系列分析流程將運用於

根瘤菌、溶磷菌、分解菌等開發。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博士級 1 位、碩士

級 3 位研究人員及 2 位技工；儀器設備包括

酸鹼度計、電導度計、分光光度計、火焰光

度計、原子吸收光譜儀、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

總有機碳分析儀、凱氏氮分析儀、微波消化爐、

灰化爐、振盪器、無菌操作台、高壓殺菌釜、

電泳設備等，並設有土壤作業室、堆肥製造

場和農業氣象站。

土壤無機養分分析診斷服務

於各作物產地進行合理化施肥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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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氯化鈣，增進番石榴果實數量、
果肉率及營養成分含量

作物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觀摩會，教導農民正確施肥

葉施鈣、硼可降低椪柑果肉生理病變

研究室提供土壤、植體及灌溉水無機

養分分析診斷服務，建立可處理大量樣本的

標準作業程序，目前每年分析服務案件可達

3,000件，其中土壤肥力分析項目包括土壤

酸鹼值、電導度、有機質、有效性磷、醋酸

銨抽出鉀、鈣、鎂、鈉和鹽酸抽出微量元素

(銅、錳、鋅、鐵)；另針對研究目的，亦接

受特殊分析服務需求。植體營養診斷以酸解

和萃取方式進行，提供氮、磷、鉀、鈣、

鎂、銅、錳、鋅、鐵濃度。最適肥料量和土

壤改良等肥培管理技術已整合應用於不同作

物上，並推薦給農民使用，依氣候、診斷分

析數值、作物實際生育情形等調整肥培管理

模式，生產優質農產品。其中，在番石榴作

物上，推薦以7-10天為間隔施用 10 mM氯化

鉀及氯化鈣可顯著增進葉片的性狀，尤其是

葉厚；而 40 mM的氯化鈣施用則可顯著增進

番石榴果實數量、果肉率及營養成分含量。

於椪柑小果期葉施鈣、硼養液和進行水分調

控，可降低果肉生理病變。有機水稻栽培

上，施用有機質肥料之氮素總量，於一期作

約 112.5 kg N/ha及二期作約 97.5 kg N/ha之用

量範圍，再配合放植滿江紅與水稻共作，可

以獲得較佳的產量效益。目前已出版「合理

化施肥輔導成果研討會論文專集」、「有機

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專輯」、「合理化施肥

技術」、「綠肥作物栽培管理與利用」等作

物肥培管理技術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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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機械研究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 乘坐式果園割草機

農業機械研究主要任務為地區性農業生

產管理、採收搬運、加工調製等省工機械化、

自動化、電子化作業設備和整合系統之開發

與推廣，並以節能減碳、逆境調適、行動農業、

溫室科技及傳統農機為研發主軸。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3位碩士級研究人

員及2名技工。儀器設備包括農機試驗工場

和各類加工作業機具（車床、銑床、鑽床、

鋸床、電焊機、砂輪機、萬用鐵工加工機、

油壓頂高機）、田間作業機具（曳引機、水

稻聯合收穫機、割草機、高壓噴霧機、引擎

及電動搬運機）及輔助機具（發電機、充電

機、空氣壓縮機、雙軌天車、堆高機）；農

產加工機械實驗室和單軸式擠壓機、擠壓產

品成型切斷機、八角桶攪拌機、單門及雙門

烤箱、立式自動包裝機、電子秤、水分測定

器、密度儀；玻璃屋頂精密溫室和外遮陰、

側邊捲揚、內循環風扇、負壓風扇、水牆等

環控設備，自動養液肥灌系統、作業室等。

自動換棟型懸吊桿式噴霧系統

溫室無線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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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自走式升降作業機

養液自動調配灌溉機具

蔬菜立體栽培裝置

近年來共計完成技術移轉16件、獲得專

利權21項與編撰農機自動化及設施專輯1本，

其中在噴霧管理設備與技術方面，開發溫室

內自動換棟型懸吊桿式噴霧系統、電動三輪

自走式噴霧機及自走鼓風噴霧機，可減少

病蟲害防治用藥量25%，並提升噴霧管理效

能。在園藝栽培機械方面，開發電動自走式

升降作業機、溫室無線監測系統、基本型養

液自動調配灌溉機具、設施花卉防倒伏升降

網架系統、手扶式半自動雙行蔬菜移植機、

唐菖蒲種球挖掘機，其中電動自走式升降作

業機可供高莖作物登高採收、管理與搬運作

業應用，累計推廣逾200台，創造產值達1,800

萬元以上。在果園省工管理機械方面，開發

果園施肥鑽孔機及乘坐式果園割草機，割草

效率較背負式機型快6-8倍，累計推廣約130

台，創造產值近3,000萬元。另有穀物特徵自

動選別機、果實蠅誘殺板投放機、自走式有

機肥撒佈機等，皆具新穎性、進步性與產業

利用性，推廣實績普獲肯定。

目前進行中的試驗項目包括離心衝擊式

蕎麥脫殼機、蔬菜立體栽培裝置、太陽光電

結合設施生產、節水灌溉與雨水回收利用系

統、作物環境微氣候改善農耕管理效率之研

究開發，並於彰化縣南部高鐵沿線區域進行

園藝作物節水節肥灌溉系統之推廣應用，期

望農業生產達到省工、高效及節水節能的目

標。

太陽光電結合設施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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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課
本課設有農業推廣教育、農村生活與資訊傳播、農業經營

等研究室及農民暨消費者服務中心。配合當前農業政策，積極

辦理農民專業技術、推廣人員職能增進、農業資訊專員培訓

等訓練講習，並接待國內外團體參訪及提供諮詢服務；定期

出版農業刊物，透過傳播媒體對農民及消費者提供產銷、新

科技、消費等資訊；輔導轄區農村生活及環境改善，產業文

化、休閒農業發展及開發地方農特產料理與伴手禮；推動農

業產業整體發展計畫、建構農業中衛體系、輔導農會團體設

置農業專區、並協助農民團體持續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導

入安全農業生產體系。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結合研究、教育、推

廣資源，每年辦理農民學院農民專業訓練入

門班、初階班、進階班、高階班等循序漸進

課程，區內農業推廣人員在職訓練。在四健

教育輔導方面，配合地區各級農會辦理農村

青少年之四健教育活動。定期出版刊物，傳

遞農業政令、農業新知、新技術，以培育優

質農業人才，增進農業從業人員知識、技能、

態度與價值，提昇農業經營管理能力。在國

際合作方面，經常有國外元首、部會首長及

相關學者專家來訪，並辦理合作訓練計畫。

研發成果管理工作，協助同仁研發之技術移

轉案研提、諮詢、研管小組提案審議及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智慧財產權審議會審議，

研發成果收入管理，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網

建檔及維護。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 3 位碩士級研究人

員、1 位援外技士、1 位技工，設置各種現代

化影音教具、教學設施與學員宿舍、場史館、

研發成果管理館。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

國外農技訓練班人員參訪農家

辦理農業推廣人員講習訓練

場史館典藏場內文物

農民學院學員實作本場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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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生活與資訊傳播研究

地方料理示範觀摩

伴手產品 - 柚香米酥

地方料理食譜

媒體採訪農業

研發梅精加工品 - 梅精錠▲

農村生活與資訊傳播研究主要任務為輔

導臺中轄區農民團體辦理家政推廣教育，農

村生活改善、婦女副業經營、高齡者生活改

善等工作，以提升農家生活品質；研發地方

特色料理、伴手禮與百大精品，輔導農村社

區、農業產業文化及休閒農業發展等工作，

並進行農村生活改善相關議題之研究，以營

造安適休閒的樂活農村；透過資訊傳播傳遞

農業新知與農產品消費資訊。

資訊傳播負責全場資安管理及網站更新

維護，並將本場研發成果、農業政令、科技

新知及消費資訊，發布農業新聞、透過媒體

農業採訪，使農友及消費者能立即獲得及應

用資訊，以促進農業的永續發展，並爭取農

友及消費者對農業及農產品之支持。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2位碩士級研究人

員、1位技佐及2名技工，設置家政實習教室

1間、攝影機1台及剪

輯電腦1部、電腦機房

1間及區域網路連線相

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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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產銷班營運績效，辦理產銷班評核 每月辦理農業技術諮詢座談，主動服務農民

陳列各式農產品包裝紙盒提供農友設計參考 輔導青年農民生產之農產品包裝與陳列

農業經營研究

農業經營研究針對農民、產銷班、農民

團體之經營管理進行研究；其中青年農民創

業經營輔導為重點工作；另協助農業產銷班

之經營管理能力提升，並輔導參加全國十大

績優產銷班選拔；辦理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

之輔導、農會農業產業整體發展、推動中衛

體系及地區農業經營專區發展與輔導、協助

農村再生計畫之農產業規劃與生產輔導。且

定期辦理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主動解決農

民生產技術問題，同時辦理各項農業政策宣

導，使農民清楚政府農業施政方向，並提供

農民意見回饋途徑。另隨時整合本場對外農

業訊息透過田邊好幫手，及時手機簡訊發布，

服務轄區農民與消費者。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 3 位博士級研究人

員及 2 位技工；設備有學員訓練教室 1 間、

電腦教室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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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暨消費者服務中心

引導農業團體參觀 提供推廣手冊供農民及消費者索取 提供農民及消費者各種資訊

本場農民暨消費者服務中心任務為安排

國內外貴賓來場參訪及農業相關問題現場答

詢，並派員擔任講師支援轄區下各級農會辦

理講習會；另藉由電話、信件、E-mail 等方式，

深入服務農友及消費者；期由各種不同管道

及媒體，將農業政令、科技新知及消費等資

訊傳播農民推廣應用。為加強對農民暨消費

者之服務，本中心特提供土壤肥力測定、植

物體營養診斷、作物病蟲害診斷及防治方法

推薦，指導消費者認識農產品，倡導本土化

愛鄉、愛土、愛咱農產品概念，以提升農民

經營能力及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增加農民收

益。

目前研究人力配置有碩士級研究人員 1

位及技工 1 位，並設有服務中心 1 處及階梯

教室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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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分場
分場最初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於1970年遷移至南投縣

魚池鄉的山區，海拔約625公尺，總面積約16.7公頃。主要

工作任務為執行中部地區坡地農業研究改良與推廣，目前以

蘭花育種及改善蘭花生產體系之研究及推廣工作為主軸。



埔里分場

埔里分場溫室

分場主要工作目標為改良坡地作物品種，

開發可適用於坡地不同作物的農耕制度，發

展花卉、蔬菜及香藥草等經濟作物的栽培管

理新技術，目前以蘭花育種及改善蘭花生產

體系之研究為發展主軸，亦進行推廣活動。

儀器設備則有作物產期調節溫室、農業用簡

易溫室、材料物品倉庫、共體式生長箱、氣

象記錄系統設備、組合式冷凍庫、加溫機、

自動介質攪拌填充機、組織培養室及其它輔

助機具等。

蕙蘭臺中 1 號｀桃紅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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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蘭以組織培養繁殖之瓶苗

蕙蘭育種的實生苗培育

小花蕙蘭栽培技術的研發

大花蕙蘭之組合盆花

香藥草收集及作物之有機栽培觀察

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完成春石斛蘭適用栽

培介質種類及肥料施用技術之研究，並建立

春石斛蘭組織培養量產技術。成功開發蕙蘭

臺中 1 號桃紅天使新品種，日後將持續進行

蕙蘭新品種研發，發展在地品種；蕙蘭栽培

管理技術方面，建立簡易介質溶液測定法，

完成蕙蘭植株氮、磷、鉀、鈣及鎂吸收率之

研究；並已完成春石斛蘭新品系有償讓與案

1 件及編印國蘭生產作業手册 1 本。目前研

究工作項目包括小花蕙蘭替代性介質、蕙蘭

小型盆花栽培技術、小花蕙蘭外銷貯運技術、

小花蕙蘭花期調節技術、蕙蘭育種及蘭花組

織培養技術等，期望提升國內蕙蘭產業發展。

小花蕙蘭之組合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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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