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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蔡英文總統蒞臨本場參加農委會與彰化縣業界人士座談

本場辦理116週年場慶暨研發成果推廣活動

山陽社區園藝療育活動方案操作花絮

滿江紅防治水芋雜草之應用

本場舉辦「2018 臺加保健作物產業合作研討會」圓滿成功

文圖/蔡本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07 年 11 月 3 日假本場辦理彰化縣農業界人士座談會，

蔡英文總統蒞臨現場勉勵農友與聽取彰化縣農業的發展現況。會議開始，農委會

林聰賢主委率各單位首長，傾聽農業界人士的建言，希冀切實地解決農民經營問

題，無論是菜價的波動、農產品行銷、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疑慮、進口雞肉壓

縮本土雞肉的銷售、進口牛肉標示、肉品分級、輔導農漁民往休閒農漁業發展、

海埔地的開發管理等問題，各單位依權責逐一答復並解惑，另現場無法立即解決

的難題，主委也要求相關單位一週內替農友找解方及回復。接著主委向總統報告

新農業政策的執行成果，包括農民福利體系的建立、農業資源永續利用及藉由需

求帶動供給，讓全民享用安全高品質的農產品，且為輔導農友農產品加工，改良

場也規劃闢建打樣中心以符合農民需求。對於彰化的農業發展，農委會規劃將彰

南高科技農業產業園區與在地青農結合，除作為生產基地外也可當成外銷據點。

蔡總統勉勵在場農友，臺灣農業要

走向另一個新境界，發展成賺錢的

產業。許多新南向國家最需要我們

的農業技術，因為臺灣農民不怕吃

苦、不怕失敗的精神，造就了許多

經濟奇蹟，新世代的農業講究的是

專業與分工，農業要發展成市場導

向的產業，經由系統的整合與串聯

方能增強國際競爭力，將臺灣農產

品行銷全球。

蔡英文總統蒞臨本場
參加農委會與彰化縣農業界人士座談會

▲ 蔡英文總統致詞表示，臺灣農業是一個賺錢的產業，並勉勵農
友加強外銷競爭優勢

▲ 蔡英文總統 (前排中 )、林聰賢主委 (前排左5)、林學詩場長 (前
排左 1) 及與農委會相關單位、彰化縣政府團隊合影

▲與會農業界人士向首長發問，現場討論交流十分熱絡

文圖/陳裕星

10月31日本場假臺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辦「2018臺加保健作物產業合作研討會」，

會中邀請農委會張致盛主任秘書、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Julia Buss 代理處長、加

拿大農部研發技轉處 Dr. Sankaran KrishnaRaj 處長及本場林學詩場長致詞，預祝本研

討會順利圓滿。研討會邀請加拿大農部 Dr. 
Sankaran KrishnaRaj、Dr. Dan Ramdath 及 成

功大學張素瓊教授、臺大醫院張鑾英教授、

農試所李雅琳博士與陳美杏博士，以及本場

陳裕星博士等 7 位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專題

演講與交流，國內產官學界共計 75 位參與，

與會來賓熱烈討論，期為臺灣與加拿大再續

合作研究之序幕。

▲ 臺灣與加拿大代表及專家學者合影，左 3 加拿大駐台北貿
易辦事處 Julia Buss 代理處長、左 4 為加拿大農部研發技轉
處 Dr. Sankaran KrishnaRaj 處長、左 5 為農委會張致盛主任
秘書、右 6 為本場林學詩場長▲與會貴賓與加拿大代表熱烈討論

▲ 林聰賢主委向蔡總統報告新農業政策執行情形
及彰化縣農業的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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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美國西北地區
州議會領袖訪問團參訪本場

文圖/鄧執庸

美國西北地區州議會領袖訪問團一行 13 人

在外交部駐西雅圖辦事處陳冠廷副領事陪同下

於 10 月 12 日至本場參訪。由洪梅珠副場長歡

迎訪賓，接著戴振洋副研究員引導外賓參觀蔬

菜溫室，說明介質栽培及本場蔬菜試驗，最後

陳裕星副研究員介紹生技研究室研發產品，也

讓訪賓直接品嚐紫錐花、薏仁、蕎麥等多樣化

的產品。訪賓對本場豐富多元的產品都讚譽有

加亦相當熱情地交流互動，期許我們的研發成

果有機會踏上美國領土。

文圖/郭雅紋、曾宥綋

「合理化施肥暨環境友善農業」國

際工作坊由本場和亞太糧食肥料技術

中心合辦，於 10 月 30 日至 31 日假本

場舉行，邀請來自臺灣、日本、韓國、

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度

學者專家發表論文及專題演講；分享臺

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以科

學研究及實例為基礎之肥培管理經驗。

本次國際工作坊由本場郭雅紋助理研

究員分享臺灣葡萄肥培技術，並由陳盟

松助理研究員和吳庭嘉助理研究員帶領與會人員參訪莊木期班長的紅龍果果園及楊

坤森班長的番石榴園和集貨場，期透過各國與會農業專家的討論與交流，展示我國

的研究成果，創造跨國合作的機會。

2018「合理化施肥暨環境友善農業」國際工作坊

在本場舉行

▲ 洪梅珠副場長 ( 前排左 5)、楊嘉凌課長 ( 後排右 1)、
戴振洋副研究員 ( 前排右 1) 與外交部駐西雅圖辦事
處陳冠廷副領事 ( 前排左 1) 及訪問團合影

▲ 吳庭嘉助理研究員 ( 左 1) 向國外學者
專家解說臺灣番石榴果品分級制度

▲ 陳盟松助理研究員 ( 右 1) 和莊木期班長 ( 左 1)
向國外學者展示臺灣紅龍果栽培技術

▲ 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林國慶主任 ( 前排中 )、本場
林學詩場長 ( 前排右 4) 與與會者合影

文圖/陳世芳、蔡本原

欣逢本場 116 週年場慶，107 年 11 月 1 日於本場舉辦「場慶暨研發成果推廣活動」，活

動由頒發 107 年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獎項揭開序曲，接著播放近年本場輔導臺中市大

甲區幸福里打造友善環境耕作示範區紀錄片，發表百香果產期調節全年接力供貨新技術，展

示獲獎與研發成果實物與產品，並邀請全場同仁參與。林學詩場長開場致詞時，感謝同仁在

工作上研究成果豐碩，並期勉同仁戮力以赴，再創佳績。

本場設立於 1902 年，今年度獲農委會頒發 107 年智財權保護運用獎共有：放線菌及含其

之堆肥、水稻台中 194 號、豌豆台中 16 號、芒果台中 1 號、菊花台中 9 號 - 櫻粉、石斛蘭台

中 1 號新夢幻、石斛蘭台中 2 號紅雀、石斛蘭台中 3 號金島等 8 項，微生物農藥用之液化澱

粉芽孢桿菌 Tcba05 菌株及其量產技術獲得傑出技術及傑出移轉菁英獎，場內研發成果管理之

專責人員亦獲得貢獻獎。

為營造臺中市大甲區幸福里的生態尋夢工程，本場以影像記錄輔導當地農民以優質水稻

台中192號進行品種更替，在不施用除草劑下，以蠅翼草、多年生花生或心葉水薄荷種植田埂，

形成植被，田埂鬆軟了，橙瓢蟲、寄生蜂等害蟲捕食性及寄生性天敵回來了，紅冠水雞現蹤了，

幸福里洋溢著友善生態的喜悅。

為建立百香果產期調節全年接力供貨新技術，本場結合冬季夜間電照技術、設施栽培模

式、生物性堆肥、液肥施用技術及百香果平

地栽培模式，成功縮短苗期培育時間，亦避

開夏季高溫障礙問題，此模式產期集中於同

年 12 月至隔年 6 月，與埔里大坪頂產區產期

集中於同年 7 月至隔年 2 月交錯，於現行供

果缺口 3 月至 5 月持續穩定供果，提早供應

市場需求，提升農友栽培利潤，創造農友與

消費者雙贏局面。

▲ 林學詩場長（中）頒發智財權保護運用獎予研究
團隊謝慶昌教授（左）及葉文彬副研究員（右）

▲ 白桂芳課長 ( 中 )、廖君達副研究員 ( 左 ) 及郭建
志副研究員 ( 右 ) 向來賓展示大甲區幸福里友善環
境耕作示範區成果及農產加工品

本場辦理 116 週年場慶暨研發成果推廣活動

▲ 活動展出本場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獲獎項目及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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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王正村

10 月 24 日

至 26 日本場辦

理友善與有機水

稻栽培管理進

階班訓練，來自

北、中、南部的

學員共計 21 人

參訓。洪梅珠副

場長於開訓時鼓

勵學員從事友善

環境或有機水稻

栽培，提升稻米產業競爭力，同時期勉學員踴躍發問、相互交流學

習。本次課程包括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輔導措

施、國內有機農業法規介紹、友善及有機水稻栽培技術、功能性微

生物製劑在有機水稻栽培管理之應用、病蟲害防治免登記資材介紹

與應用、水稻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有機水稻栽培與加工經驗分

享等，除了鼓勵學員在課堂中學習新知外，亦安排至埔里鎮、霧峰

區、溪州鄉友善栽培農場參訪，透過理論與實務面經驗學習，培育

學員重視生產、生活及生態之理念，尋找適合應用於自家農場之環

境友善耕作水稻的方式。

二水鄉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文圖/張芷瑛、陳蓓真

為激發農村社區設計在地獨有且創新的療育活動，本場於 10
月 3 日假臺中市大肚區山陽社區活動中心，透過園藝療育培訓實務

工作坊結合社區在地特色資源，設計專屬山陽社區且適合長者的療

育活動方案。首先由山陽社區培訓學員示範調製蝶豆花茶，藉由添

加酸、鹼性的溶液產生顏色的變化，即完成各式漸層飲品；對長輩

而言，透過蝶豆花漸層飲品，刺激其視覺；飲用後刺激其味覺；在

調製蝶豆花原液過程中，透過數一數使用多少朵蝶豆花，激發腦部

認知，達到園藝療育五感體驗及心理舒壓與提升認知的效益。最後

由本場楊宏瑛課長示範微波押花及押花卡片製作，押花可以帶給生

活不同樂趣，接觸、認識植物，也可以發揮創意、專注力及社交技

巧，在構思押花畫面的同時，也能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及增加與夥伴

間的對談。

透過此次培訓，

讓學員掌握帶領社區

長輩進行園藝療育的

技巧，達視覺、聽

覺、味覺、嗅覺、觸

覺體驗，以及提升認

知、心理舒壓效益的

目標。

文圖/吳建銘

二水鄉番石榴種植面積約 156 公

頃，是中部地區栽培面積第三大的產

區，為精進農友栽培管理技術與宣導番

石榴產期調節，本場於 10 月 25 日假二

水鄉農會辦理「彰化縣農業技術諮詢暨

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課程由吳庭嘉

助理研究員講解番石榴栽培管理技術，

許晴情助理研究員細說番石榴病蟲害管

理技術，楊宏瑛課長說明農民職業災害

保險政策，吳建銘助理研究員說明實耕

農認定新政策，農糧署中區分署林冠穎技士說明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輔導措施，最

後由洪梅珠副場長、二水鄉農會蔡文琳總幹事共同主持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現場

農友仔細聆聽，並提出問題向與會人員共同討論，充分達到精進栽培技術與政策宣

導溝通的目的。

培訓學員友善與有機水稻栽培技術山陽社區園藝療育活動方案操作花絮

▲楊宏瑛課長 ( 左 3) 示範微波押花及押花卡片操作

▲霧峰區黃炳南先生 ( 中 ) 分享友善水稻栽培經驗

文圖/曾康綺

本場於 10 月 17 日假臺中市外埔區馬鳴國

小辦理食農教育多元推動研習課程，由學校老

師、營養師及農會推廣人員共 35 人參與。研習

課程由本場洪梅珠副場長主持開訓，課程安排

本場張惠真研究員介紹「食農教育之意函與資

源」，馬鳴國小李勝億校長講述「校園推動食

農教育之經驗 - 當學校遇到農會」及外埔區農會

洪璿哲主任分享「外埔區農業生產與特色」，

馬鳴國小林淑娟護理師帶領學員認識在地食材，

體驗米穀粉披薩 DIY，課程內容兼俱食農知識傳授與在地經驗交流，透過此次研習

期能達成拋磚引玉效果，讓與會人員，加深對「食」與「農」的認知，了解飲食、

文化、土地與農業的關連性，建立正確健康飲食、重視農業生產方式，深化食農教

育之精神與理念。

食農教育多元推動研習課程 深入推動飲食與農業

▲ 外埔鄉農會家政班班員王巧英小姐
教導學員體驗米穀粉披薩 DIY

本場動態

恭  賀

祝賀轄區 5位農民榮獲
第 31 屆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

本場張金元助理研究員、田雲生副研究員及林學

詩場長共同開發之「嫁接輔助機具」，榮獲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107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創作獎金牌，本

專利由 465 件合格參選案件中，並歷經 4 個月審查作

業，榮膺為優良

專利作品之一，

特此恭賀研究團

隊。

文/林靈

農委會於 11 月 9 日公布「第 31 屆全國十大神農

暨模範農民」當選名單，特此祝賀 5 位獲獎者在農業

經營的表現獲得肯定。

十大神農得主：

　‧臺中市新社區廖秉鋐先生(文心蘭)

　‧臺中市外埔區鄭金崑先生(養蜂)

模範農民得主：

　‧彰化縣溪州鄉林有信先生(蔬菜)

　‧彰化縣芳苑鄉吳鴻基先生(蛋鴨)

　‧南投縣竹山鎮羅正彬先生(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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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羅佩昕

儲藏性病害是在作物採收後所發生的病害，常發生於柑橘、蘋

果、葡萄及地瓜等作物，多由病原真菌所引起，如柑橘青黴病、蘋

果褐腐病及葡萄灰黴病等。作物於採收或包裝過程中，因人為操作、

作物相互碰撞產生傷口，或因作物儲藏環境不佳，容易造成病原菌

侵入感染，導致嚴重損失。在全球貿易日趨頻繁，貯運期間因病害

所造成的損失逐漸受到重視。

化學藥劑雖可有效防治儲藏性病害，

但各輸入國對於作物農藥殘留標準訂定不

一，已成為農產品輸出的一大困境。因

此，微生物製劑已成為可替代化學藥劑的

防治資材，在國外已有針對儲藏性病害所

使用之微生物製劑，可在採收前或採收後

施用，其主成分多為細菌或酵母菌，如 :
登記於美國環境保護局的微生物製劑產

品 Biosave，即是以假單孢菌 Pseudimonas 
syringae 對柑橘、櫻桃、馬鈴薯及地瓜的

儲藏性病害進行防治；其他如：Shemer、

Nexy、Candifruit 及 Yeild plus
則是以酵母菌為主的微生物製

劑，這些菌與病原菌的空間與

營養競爭具優勢，可附著於果

實表面抑制儲藏性病害的發

生。Shemer 即為應用範圍廣且

採前、後皆可施用的生物製劑，

可用於葡萄、草莓、地瓜、柑

橘、桃等作物的儲藏性病害防

治。筆者參加今年舉辦的第 3
屆生物肥料與生物農藥國際研討會，其中來自菲律賓的 Pedro 博士，

分享其從環境中篩選拮抗酵母菌，並應用於防治芒果炭疽病的研發

成果，可有效抑制芒果炭疽病發生達 1 個月以上，可見微生物製劑

在儲藏性病害的防治潛力。

為因應農產品外銷農藥殘留問題，及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的重

視，由微生物製劑替代化學藥劑防治儲藏性病害已成為趨勢。目前，

國外已有各種產品問世，且行之多年。因此，本場亦積極篩選具抑

制儲藏性病害效果之拮抗微生物，期未來可於採收前與採收後應用

於抑制草莓灰黴病、柑橘青黴病、番石榴瘡痂病及葡萄晚腐病等病

害的發生。

文圖/陳鴻堂、曾宥綋

鎂是地殼中含量第八豐富的化學

元素，質量約占 2.34％，極為豐富，

耕地土壤鎂因母質化育不同含量頗有

差異，通常酸性土壤鎂含量低於鹼性

土壤，作物吸收鎂是否足夠，則需依

據土壤肥力檢測結果與植株營養狀況

進行合理之鎂肥管理。 
土壤的鎂主要以 Mg2+ 的形式被

植物吸收利用，植物體中含量一般

介於 0.2-0.5%，但楊桃含量介於 0.6-
1.0%，植物若含量高於 1.2% 時則可

能有鎂吸收過剩的反應。鎂主要存在

於葉綠體之中，約佔植體中所含鎂的 
15-20%。診斷土壤肥力顯示，酸性土

壤有效性鎂含量約 59-177 mg Kg-1，鹼性土壤則有 276 mg Kg-1。土壤有效性

鎂的含量是否足夠維持作物生長發育，端賴各種作物對鎂的需求而定，鎂

的需求較低的作物茶、鳳梨、荔枝與咖啡適宜含量為低於 100 mg Kg-1，鎂

的需量中等的作物包括水稻、雜糧與蔬菜，其土壤交換鎂的適宜含量為 48-
150 mg Kg-1。需鎂較高作物如柑桔、葡萄、百香果、甜柿、梨與紅龍果等

果樹，土壤交換鎂的適宜含量則應介於 80-250mg Kg-1。花卉適宜含量為 80-
200 mg Kg-1，蔬菜類則應含有 100-250mg Kg-1。

鎂在植物體中容易移動，作物缺乏的時候會從老葉移出轉送到新生長

部位，所以缺乏症狀呈現在成熟老葉。典型的症狀為老葉的葉脈保持原有綠

色而葉脈間呈現黃褐或黃紅色，嚴重缺乏者葉片將褐化枯死。資料指出鈣鎂

比大於 6 或過高將使鎂的缺乏更趨嚴重，再從養分拮抗反應得知過量施用鉀

或銨態氮肥也會造成作物對鎂的吸收受到抑制。因此加強土壤肥力診斷與合

理化施肥更刻不容緩。

文圖/曾宥綋、郭雅紋

滿江紅為水生蕨類且與藍綠菌共生，具固氮功能，可

應用於水芋田抑制雜草，並提高土壤地力。放養滿江紅前需

先去除田區福壽螺，並採分散方式放養，如遇強風等環境，

則可於田區平放竹竿稍作區隔，避免滿江紅因風勢聚集田區

一隅而影響生長。在滿江紅未佈滿田區時，仍需人工去除雜

草。一般而言，田區每分地分散放養 50-65公斤滿江紅種原，

於氣候條件合宜時，放養 20-30 天後，即可佈滿田區並有效

抑制雜草生長。此外，水芋雜草防治關鍵於生育前期，生育

中期旺盛生長之水芋植株可減緩雜草萌發，因此，以滿江紅

抑制雜草，越早放養越好。水芋於接近收穫期會暫停田區供

水，此時會導致滿江紅因缺水而死亡，為有效防治下一期作

水芋雜草，建議農友可先擇一水田或水池，作為滿江紅繁殖

區，將其作為長期控制水田雜草之利器。

微生物製劑於儲藏性病害防治之應用

滿江紅防治水芋雜草之應用

▲ 滿江紅密集生長後，可有效抑
制雜草

▲ 葡萄葉片缺鎂症狀

▲ 棗子葉片缺鎂症狀

土壤鎂肥管理

▲ 草莓灰黴病於冬季草莓栽培期間嚴重
發生，期開發微生物製劑以抑制病害
的發生

▲ 在番石榴上進行篩選對
番石榴瘡痂病有較好防
治效果的拮抗微生物

▲ 滿江紅未佈滿田區仍需人工除
草

活動快訊 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農業缺工好幫手
Android 載點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

11 月 20 日
農委會記者會「防治胡瓜白粉有新招，芽孢
益菌再展神威」

農委會記者室

11 月 28 日 臺中市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大雅區農會

11 月 29 日 -12 月 02 日 2018 台灣醫療科技展 台北南港展覽館

12 月 07 日 新興蔬果設施栽培成果研討會
中興大學作物大樓
國際會議廳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