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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月17日-10月21日 農民學院雜糧栽培管理進階班 本場推廣課2樓訓練教室

10月28日-10月29日 永續農業、花漾生活系列活動 本場場區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本場網站http://www.tdais.gov.tw

活
動
快
訊

近年來原鄉地區致力發展有機蔬菜產業，生產優質有機產

品，建立部落特色產業並兼顧部落珍貴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本場

於8月11日在林學詩場長及仁愛鄉農會戴錦稔總幹事的主持下，於

南投縣仁愛鄉武界部落舉辦有機蔬菜栽培技術講習會，針對有機蔬

菜栽培技術、有益微生物應用於有機蔬菜栽培與有機肥製作等課程

進行說明，共吸引40位農民參與，現場互動熱絡。

武界部落有機蔬菜產銷班栽培有機蔬菜已5年，然部落地處

偏遠，資訊取得不易，因而缺乏有機蔬菜栽培之技術及觀念，屢

造成產量及收入不穩等問題。經本場調查得知，武界部落土壤因

長期連作與山區因雨淋洗嚴重，致使土壤肥力有機質含量明顯不

足、有機蔬菜育苗成活率不佳及缺少果菜類蔬菜生產等問題。為

增進武界部落有意願從事或已經從事有機蔬菜栽培栽培農民之能

力，本場特別規劃本

次有機蔬菜栽培技術

講習會，藉由課程及

實作，教導農民有機

蔬菜栽培要訣、有益

微生物於有機栽培之

應用及有機木黴菌液

肥製作。課程內容生

動有趣，講習會中學

員踴躍提出有機蔬菜

栽培及有機肥製作相關疑問，本場專家亦進行解答釋疑，不僅解

決了農民心中長久的疑問，更有效增進有機蔬菜栽培的能力。

為提升我國與泰國雙方青年農民產業發展，並協助泰方建構農民領導人能力與鼓

勵新世代加入青農行列，8月14日至20日泰國農業暨合作部農業推廣廳農民發展組由

代理組長Panee Boonyaguakul女士率相關官員及青年農民乙行13 人，於8月17日參訪本

場，由陳盟松助理研究員講解節水省肥灌溉系統於紅龍果生產之應用，陳裕星副研究

員介紹米殼加工與產品開發，隨後介紹稻米之加工產品並品嚐不同品種製成之米粉，

並討論農產品加工產業及農產品產銷等重要議題，並與本場輔導之青農進行產業觀摩

及交流。

在臺中市參訪十大神農獎得主李啟寅班長及第3屆百大青農廖秉鋐，使泰國青農了

解火鶴及文心蘭的栽培、採收、分級包裝及出貨等流程。彰化縣許宏賓青農介紹桑椹

的栽培管理，更分享桑椹加工品的製作；參訪全聯果菜生產合作社，由劉坤達廠長解

說，使泰國青農對農產品採收後處理及包裝技術有更深入的認識。最後在南投埔里，

訪視第2屆百大青農林宥岑，體驗著青蛙裝下水採收茭白筍，了解茭白筍泡菜的產品與

加工，讓泰國青農深入了解茭白筍六級產業發展。

2016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共104位
報名參選，經過資格審查、網路票選與農漁

畜各界產官與專家代表審核，評選出15位達

人。農委會期待未來能有更多農民加入產銷

履歷制度的行列，提供消費者優質好農產，

創造安心好食代。中部地區榮獲2016產銷履

歷達人，有黃榮清、陳蒼鄢、紀文雄及賴明

岐等，獲獎事蹟： 

彰化福興黃榮清，自創品牌、多角化經營，

讓不起眼的地瓜穿上新裝，外銷至新加坡、

香港等地。 
彰化溪州陳蒼鄢，生產高品質番茄、胡瓜

等，成功銷入美式連鎖大賣場。 
臺中大甲紀文雄，帶領產銷班班員一同加

入，取得全臺第一張產銷履歷芋頭驗證證書。 
臺中后里賴明岐，嶄露頭角的第2屆百大青

農，生產高品質高接梨。 

挺進武界部落 - 提升原鄉地區有機蔬菜栽培能力
文圖/林煜恒

2016 產銷履歷達人出爐  
好農共創安心好食代

資料來源/農委會

挺進武界部落-提升原鄉地區有機蔬菜栽培能力

循環農業產業及技術發展論壇 打造農業副產物新利器

國蘭帶介質外銷技術之開發與應用

大豆病蟲害管理

▲蔡宜峰分場長(後排左2)教導學員進行有機木黴菌
液肥製作

▲全聯果菜生產合作社劉坤達廠長(前排右1)與
泰國青農分享農產品物流及包裝流程

▲泰國青農參訪第3屆百大青農廖秉鋐(前排右4)
農場，瞭解文心蘭栽培情形

恭賀

臺泰農業合作青農參訪
文/蔡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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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資源儲量有限，如何讓副產物轉化為可使用的資源為現今重要議題，

因此本場與農業科技研究院於8月16日在義守大學舉辦「循環農業產業及技術發

展」論壇，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及達人等共聚一堂，探討循環農業技術及實際應

用。論壇參與人數達270人，與會者關注循環農業、副產物資源化議題，現場交

流互動反應熱烈。

此次論壇發表內容包含功能性微生物在循環農業之應用成果、羽毛分解

菌應用於有機液肥製作與堆肥介質開發、農科院產發中心核心業務暨新事業發

展、高效禽畜糞處理系統、從農牧場到餐桌的循環農業產業發展等農業科技技

術、產業化及副產物資源化實際運作案例分享。

農產品由生產至消費端中間產生之副產物，大部分未經完善處理或利用，

不僅是資源浪費，更影響環境品質，甚至因副產物處理問題，造成產業可持續

發展瓶頸。將農業副產物轉換為資源，不僅可創造新價值，符合現代產品對環

保的要求；也可創造新產業，提升農產業競爭力，並將效益擴及社會環境。透

過本論壇，將循環農業的觀念、技術到產業實際運用做一整合性展示，藉此達

到示範、推廣效果。

因應近年來民眾關切食安及健康養生風氣，農委會特別於8月
5日至8月8日在世貿一館展出的2016台灣美食展中，設置「台灣農

業館」，以「食在地、享當季」為主軸，教民眾如何選購優良農、

畜、水產品，展售青年農民生產的優質農產品以及田媽媽美食料

理、農遊伴手等。在展示專區介紹各試驗改良場所研發的在地好食

材，本場以「薏苡台中3號」參加展示，介紹國產薏仁係將薏苡籽

實脫去外殼後保留麩皮層的種仁叫做「糙薏仁」，即消費者熟知的

「紅薏仁」，因保留紅色麩皮，擁有更多營養及膳食纖維，而國產

薏苡為糯性品種，口感特別Q彈，因此不論是新鮮度與營養成分均

勝於進口薏仁。

葡萄為中部地區重要的果樹產業，本場致力於葡萄栽培管

理技術及釀酒葡萄育種之研發，今年農民學院特別規劃「葡萄栽

培管理班」，安排葡萄產業、栽培管理、花芽分化、休眠生理、

整枝修剪與生育診斷、病蟲害防治、採後處理、微生物製劑的應

用、植物生長調節劑的應用、田間參訪、農業氣象與災害防範、

土壤管理等課程，更至苗栗縣卓蘭鎮參訪少子葡萄栽培達人賴盛

生班長的果園，請教少子葡萄栽培的要訣，希冀透過課堂、實

作、達人參訪及學員彼此交流等多元學習方式，提昇農友對葡萄

的栽培技術與行銷技巧，培育其因應葡萄產業未來發展的能力，

並對農場的經營管理有助益。

▲農委會翁章梁副主委(中)與張致盛處長(左)蒞臨展場，由本場張惠真研究員
(右)解說 ▲台灣葡萄協會徐思東顧問(左3)講解葡萄整枝注意事項

▲學習卓蘭鎮賴盛生班長(前排左4)栽培少子葡萄之技術▲田媽媽將產地食材好料理在會場展售，讓都會區民眾吃得到媽媽味的好料理

本場育成「薏苡台中 3 號」
參加 2016 年台灣美食展

文圖/張惠真

▲論壇開幕由本場林學詩場長致詞

▲與會人員認真聆聽循環農業與副產物資源化等議題

農友學習葡萄栽培，永續發展葡萄產業
文圖/陳蓓真

循環農業產業及技術發展論壇 打造農業副產物新利器
文圖/張富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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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生產受氣候、環境影響極大。至今，設施栽培蔬菜

已普遍為農民所接受，並成為臺灣蔬菜產業中重要的一環，其中

尤以介質栽培模式明顯增加。

目前中部設施蔬菜栽培模式大致可分為養液土耕及養液介

質耕栽培，養液土耕為利用原設施內土壤進行栽培，搭配不同生

長階段所調配養液，以行施肥供水的養液管理，直接運送至根際

周圍。設施介質耕模式有袋耕、籃耕、耕植槽及微量介質耕等模

式：(1)袋耕：袋耕方式為將介質裝填在抗紫外線的塑膠材質的袋

子中，其容積從40公升至80公升都有農民使用。(2)籃耕：一般

以進口裝百合或唐菖蒲之塑膠籃為栽培槽為主，並於塑膠籃四周

及底部以銀黑色塑膠布或雜草抑制蓆舖設。(3)植槽耕：利用抑草

蓆、錏管及固定夾為材料，植槽台架立體化高度約為0.3公尺，寬

度為0.45公尺，植床內裝填介質。(4)微量介質耕：將介質裝填在

類似太空包的塑膠材質的袋子中，其容積1-2公升，並將其介質袋

排列於保麗龍箱內，每箱可排放4-6袋。

設施蔬菜產業已逐漸受農民所重視及投入，蔬菜生產朝向

設施養液土耕或介質耕方式，本文提供目前臺灣中部地區栽培現

況，期能作為未來規劃方針，達到適地又適合個人的栽培模式，

以開創未來投入設施蔬菜生產之願景。

▲評審委員進行高接梨質地及風味品評

▲經檢疫設施栽培1個月和6個月後國蘭帶介質外銷至
韓國死亡率可由33%分別降低至16%及3%

▲假球莖腐敗病是造成國蘭
　外銷後死亡之最主要的原因

▲工作人員以儀器測量高接梨果實糖度

▲蔬菜設施養液土耕栽培方式 ▲蔬菜設施離地袋植耕介質栽培-栽培彩色甜椒 ▲蔬菜設施離地塑膠藍耕介質栽培-栽培番茄

國蘭是臺灣外銷至韓國的重要

蘭花，年產值約新台幣3億元。近年

來韓國工資及相關栽培成本提高，因

此由臺灣業者進行國蘭植株栽培後以

帶介質方式海運至韓國，國蘭植株恢

復期較短、存活率較高，有助韓國業

者提高溫室週轉率、降低接力生產成

本，相關利潤亦可回饋臺灣業者分享。

為建立國蘭帶介質外銷韓國的最佳技術套組，本場自103年
起即陸續進行國蘭定植時根系修剪與消毒方法、篩選適合介質

種類、貯運品質關鍵方法等技術開發，對國蘭外銷品質提升有

顯著效果。105年首度與外銷業者合作嘗試於檢疫設施分別進行

1個月及6個月栽培後再出口，於韓國接力農場栽培1個月後進行

調查，結果顯示更換介質後立即出口之國蘭植株死亡率達33%，

於檢疫設施中進行

1個月和 6個月栽

培後植株死亡率可

分別降低至16%和

3 %，顯示本技術

套組能有效降低外

銷國蘭之損耗率及

提升品質，使臺灣

國蘭產業更具外銷

競爭力。

本場協助臺中市政府於8月15日辦理「105年度臺中市優

質高接梨果品評鑑」活動，本次評鑑共有60組果品參與競賽，

評審委員由農糧署中區分署、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及本場等

專家學者擔任，評分標準為外觀35%、質地及風味35%與糖度

30%。經過各項評分總合，評鑑結果第一名為黃政乾，第二名

為王子暉及陳建豐，第三名為謝龍雄、劉儀羚及黃春泉。

高接梨為技術獨步全球的農業生產模式，將梨產期提早

2-3個月上市，夏季炎熱酷暑中，吃上一口冰涼梨果，實在是

一種享受。高接梨透過評鑑、產銷履歷等認證方式，建立品牌

形象，確保為安全的優質農產品，提供消費大眾選擇依據，在

評比過程中，農友彼此觀摩交流，有助於增進栽培管理及採後

包裝技術，提升果品品質與減少損耗。

國蘭帶介質外銷技術之開發與應用
文圖/洪惠娟、黃瑞啟

105 年臺中市
優質高接梨果品評鑑紀實

文圖/徐錦木

中部地區設施蔬菜栽培模式之介紹
文圖/戴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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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病蟲害管理
文圖/郭建志

大豆分類上屬豆科，蝶形花亞科，大豆屬植物。依種皮顏色

差異可分為黃豆、黑豆與青皮豆。近年來由於政府推行「活化休耕

地」及「小地主大佃農」等政策，國內種植大豆面積逐漸擴增，

伴隨而來是病蟲害的威脅與侵擾日趨嚴重。大豆栽培初期會受到莖

潛蠅、苗根腐病與苗疫病的危害，特別是莖潛蠅幼蟲鑽入大豆莖內

部，在外觀上無法判別是否受害，待植株發生生長異常時，全區幾

乎已被莖潛蠅感染，造成產量下滑與品質受損。排水不良的大豆田

區易發生苗根腐及苗疫病。栽培中期則會受到銹病、露菌病、白粉

病、炭疽病、紫斑病、斜紋夜蛾與銀葉粉蝨的危害。採收期間則是

會受到豆莢螟的危害，若發現幼蟲開始危害時，立即噴施化學藥劑

或生物農藥蘇力菌防治，即可降低豆莢螟的危害。有關大豆病蟲害

用藥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並注意安全採收期。

大豆病蟲害管理要點～

(1)栽培初期防治策略：部分針對莖潛蠅、苗根腐病與立枯病為

害，進行預防措施，於萌芽後，推薦施用8.9%賽滅淨溶液1,000
倍、進行防除作業，每隔7天施用1次，連續2-3次。苗根腐病與

苗疫病發生初期，可利用25%依得利乳劑1,500倍施用1次。

(2)栽培管理及田間衛生：避免密植與施用氮肥過量、選擇耐病品

種或品質佳且無病種子種植，可降低葉部病害的發生。此外，

種植前整地浸水7天以上，可將土中的蛹及幼蟲淹死。

(3)化學與生物藥劑防治：發病初

期配合化學藥劑之施用，可有

效降低病害之發生。栽培中後

期要特別注意蟲害的發生，除

化學藥劑施用外，另外可利用

生物農藥蘇力菌防治夜蛾類害

蟲。此外與田區周圍放置斜紋

夜蛾性費洛蒙，可減少其幼蟲

對大豆的危害。

▲林志騰青農利用自產的苦蕎麥磨粉製成麵條，廣受銷售者喜愛

林志騰青年農民 販「麥時尚」
文/蔡本原 圖/林志騰

青農林志騰先生，

是彰化土生土長的大城

囝仔，雖然家中世代務

農，但小時候骨子裡卻

隱藏著叛逆的性格，國

中畢業後隔天即離開家

鄉，北上半工半讀，退

伍後擔任百貨銷售業務

及店經理等職務。可能是哈日風的關係，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志騰經由本場研究人員的介紹接觸到苦蕎

麥，他認為該作物在日本可以生產，以臺灣優越的環

境氣候，品質應該不會輸給日本。

繞了一大圈，志騰終究還是回到了農村，在家

中試著種植5分地的苦蕎麥，由於不懂該作物的特

性，栽種初期幾乎天天跑改良場，與本場研究人員

討論栽培管理、土壤肥培及病蟲害防治等資訊，他

笑說，當時親戚還懷疑他是在改良場上班呢！生產

階段搞定了，接著是苦蕎麥的採收與加工，由於國

內當時並無相關採收機器，加上初期試種產量少，

加工上遭遇瓶頸，但志騰靠著不服輸的個性，試

著將自產的苦蕎麥磨粉製成蕎麥麵，沒想到在市場

上大獲好評。他的努力獲得了產銷班班員的肯定，

103年從父親的手上接任產銷班班長職務，更創立

「麥時尚」品牌，採友善栽培，堅持讓消費者食用

安心。

▲蕎麥營養成分高，是林志騰青
年農民眼中的綠金

田雲生副研究員
取得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生機系博士學位

葉士財助理研究員
取得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園藝系博士學位

人事室新進人員
鄭幃聰　課員
學歷：大葉大學分子生物學系
工作職掌：人事業務
到職日：105年9月6日
電話：04-8523101#121

東歐保加利亞番茄栽培及育種現況
文圖/林煜恒、羅筱鳳、陳葦玲

保加利亞為東歐重要茄科蔬菜生產國家，亦

為歐洲重要鮮食番茄出口國，輸出國家主要為羅馬

尼亞、德國及希臘。保國番茄總栽培面積約14,500
公頃，總產量約379,500公噸，其中露天生產約

123,400公噸，溫室生產約256,000公噸；40%供應鮮

食市場，60%為加工製罐用途。

保加利亞屬溫帶大陸型氣候，每年適合種植

番茄季節為4-11月，年降雨量介於450-600毫米，

夏季露天番茄栽培常有雨量不足問題；

又栽培過程常發生番茄嵌紋病毒病、

胡瓜嵌紋病毒病及炭疽病等病害，另保

國番茄品種多為政府部門所研發，並以

OP品種為主，少有F1品種，常有產量

及品質不穩等問題。為解決番茄栽培

時所遭遇之問題，保加利亞蔬菜研究

中心(Maritsa Vegetable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及國家種原庫(Institute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長年持續進行番茄育

種研究及種原蒐集工作，並以大果全紅番茄為主要方向，期選育中、早生且耐

旱、高茄紅素含量、授粉良好、硬度高及抗病之番茄新品種供農民使用。本場

研究人員訪保期間不僅建立臺保兩國研究人員間之互信及情誼，亦於當地種子

行蒐集番茄當地商業品種20個，除作為我國番茄育種之材料，更可作為我國研

發品種時之對照品種，以評估未來育成品種之生育表現。

▲本場蔬菜研究同仁與臺灣大
學羅筱鳳教授前往保加利亞
國家種原庫進行學術交流

▲保加利亞以大果全紅番茄為主要流行品種

本場動態
文/編輯室狂賀

▲大豆苗根腐病發生情形 ▲大豆莖潛蠅危害後之大豆內部徵狀

本場作物環境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