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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臺灣園藝療育發展實力~第一屆國際園藝學會園藝療育研討會在臺中舉辦

作伙來體驗新農生技-「2018台灣醫療科技展-農業健康館」

大雅區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日本循環農業概念於家庭園藝之實踐

防治胡瓜白粉病有新招，芽孢益菌再展神威 ~發表記者會

文/許嘉錦 圖/蔡本原

園藝療育為近年十分熱門的議題，非僅止於紓解壓力的科學研

究，亦對於各國人口結構的急劇老化，提供一個長期照護的可能解

方。為推動發展實務，本場精心籌劃「第一屆國際園藝學會園藝療

育研討會」已於 107 年 11 月 13 至 16 日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開，

現場齊聚來自 10 國 178 位來賓，共同就園藝療育重要的議題進行專

題演講、論文發表及園藝療育操

作活動技術交流。11 月 14 日開

幕當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張

致盛主任秘書開幕致詞，說明臺

灣長期支持及參與國際組織，在

全球農業議題投入諸多努力與貢

獻，期許本研討會能促成臺灣園

藝療育領域和國際合作的開始。

「第一屆國際園藝學會

園藝療育研討會」是國際園藝

學 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ISHS) 授權

辦理之國際學術活動，為本場與

臺灣園藝學會、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

學系及國際園藝學會精心籌劃之

盛會，研討會內容包含：園療之教育與訓練、評估和研究方法、認

證與推動、運用於特殊族群、園藝福祉及活動設計等，並安排體驗

活動，可說是兼具理論、科學與實務推動的完整呈現。研討會召集

人本場林學詩場長表示，期盼藉由研討會平台，讓國內專家及產業

從業人員吸收國外的經驗與方法，並進行意見交流，應用於臺灣園

藝療育產業。

此外，研討會期間亦規劃園藝療育工作坊、絲竹花藝茶席活動，

以及參訪植物園與 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讓國內外專家、學人

及產業人士進行實作技術交流、體驗臺灣園藝療育特色元素、產業

動態與實作能力，藉以提升我國在國際知名度，促成未來國際合作

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臺灣園藝療育發展實力 ~
第一屆國際園藝學會園藝療育研討會在臺中舉辦

▲ 第一屆國際園藝學會療育研討會共吸引 10 國 178 位相關人員參加

▲ 國際園藝學會都市園藝及景觀學群
主席 Prof. Francesco Orsini 致贈感謝
獎牌

▲ 研討會中安排茶席活動讓與會嘉賓
感受臺灣茶道之美及慢活與療育

文圖/郭建志

本場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假農委會舉開記者會，發表微生物益

菌「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43 菌株」之研發成果，該菌株對於胡瓜

之白粉病的防治率可達 60% 以上，並具有廣效的抑菌能力及多種分

解酵素活性，未來備齊微生物農藥的登記要件與資料後，將可進行

技術移轉業者並商品

化，可望成為瓜果類

蔬菜防治白粉病的新

利器。

設施栽培的胡瓜

與洋香瓜等作物，全

年易受白粉病危害。

發病初期植株葉表及

葉背出現零星白色粉

狀病斑，病害蔓延的

速度很快，若未能有效

防治，約 2 週後全株將

枯萎死亡，嚴重影響產

量。由於白粉病容易對

化學藥劑產生抗藥性，

亟需安全有效的防治資

材；本場研發的「液化

澱粉芽孢桿菌 Tcb43 菌

株 」， 田 間 試 驗 證 實

對胡瓜及洋香瓜之白粉

病具有優異且能維持長期穩定的防治效果。Tcb43 菌株已通過符合

GLP 的動物毒理試驗，證實安全無毒，未來可成為防治多種蔬菜病

害的新資材。▲ 林學詩場長 ( 右 2) 與團隊成員白桂芳課長、郭建
志副研究員及廖君達副研究員 ( 左至右 ) 發表研
發成果

▲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43防治花胡瓜白粉病，
防治率可達 70% 以上，後期對照組已呈現枯
萎死亡情形 ( 左為對照組、右為處理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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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包循環再利用、荔枝老欉再回春」
本場辦理荔枝老樹復育新技術講習會

文圖/陳葦玲

近年來臺灣積極推

廣精緻農業，依據 2015
年農林漁牧普查結果顯

示，目前設施栽培面積

共計有 33,972 公頃，較

1990 年面積增加 18 倍，

主要以簡易設施為主，

固定式塑膠布網室及溫

室 僅 占 9.9%。2016 年

起行政院農業委會為提

升農業栽培設施對於天然災害之防災效能，積極輔導農民興建結構強固

型溫網室設施。

然而，目前利用設施進行栽培的作物種類皆較為單一且固定，為避

免設施面積增加，農作物品項太過單一，造成產銷失衡，同時亦為結合

農業科技應用，發展省工節能之設施蔬果生產模式，提升設施蔬果生產

效率。本場與台灣園藝學會、中興大學園藝學系、中興大學永續農業創

新發展中心，於 12 月 7 日假中興大學共同辦理「新興蔬果設施栽培成

果研討會」。

研討會開幕由台灣園藝學會林學詩理事長、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黃紹毅副院長及農糧署徐輝妃組長分別代表主辦單位及農政單位

致詞，期許提升各類設施應用與新興蔬果栽培技術與品質，產業能在穩

健紮實的基礎下蓬勃發展。現

場齊聚來自產官學界約 200 人

參與，並邀請國內設施農業各

領域專家及生產者進行報告與

經驗分享，另於現場安排新興

設施蔬果產品及設施相關資材

展示，供與會人員進一步認識

目前產業發展情形及趨勢。

文圖/陳俊位

為提升荔枝農友生產技術，並克服因極端氣候所導致荔枝

生育不佳之問題，本場聯合太平區農會、太平區興隆里社區發

展協會及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等單位於 11 月 27 日假臺中市太

平區頂坪公園辦理「因應極端氣候 - 荔枝老樹復育新技術講習

會」，現場參與來賓共 70 人。課程由陳俊位分場長為農友講

解農業循環資材在荔枝老樹復育與友善耕作上之應用技術及藍

玄錦助理研究員示範功能性微生物製劑製作之實作課程。

林學詩場長表示，本次講習會之田間示範區係利用本場以

菇蕈副產物開發之新型堆肥施放於荔枝修剪後堆置於樹基部之

廢棄枝條及落葉上，可加速枝條及落葉分解，分解後所產生的

養分可再供應荔枝生長所需，並涵養樹勢；此外，分解發酵過

程中所產生之堆肥生物熱，可維持根溫，克服寒流所造成之低

溫障礙。再輔以利用木黴菌發酵製成之功能性微生物製劑，可

使處理區荔枝新葉萌芽率達 70-80%，顯著高於未處理區的 10-
20%，且結果率可提高 30-50%。

本試驗於今年在太平興隆社區試驗有成，未來將進行技術

推廣，並結合荔枝冷鏈技術之運用，促進產業轉型，使荔枝產

業再回春。講習會現場參與之農友仔細聆聽，並提出問題向與

會人員進行討論，充分達到精進栽培技術之目的。

為推動設施型農業 5年計畫
辦理新興蔬果設施栽培成果研討會

▲ 本次活動來賓合照

文圖/王念慈

「2018 台灣醫療科技展」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在南

港展覽館開幕，農委會以「新農生技、幸福世代」為主

軸，具體呈現臺灣農業在農業自然療育健康、安全機能性

產品加值運用、以及銀髮友善食品方面的科研與加值運用

成果。

本次醫療科技展把悠然農村、芬浴森林、遼闊高山

天際線、樂活益康花園等療育景觀，全部搬到南港展覽

館，配合此次展覽，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以「療育性景觀體

驗」為主題，模擬並營造都市、鄉村、森林、開闊天際線

及益康花園等 5 種景觀，讓參觀來賓體會不同景觀所帶來

的心理感受，亦可

藉由參與現場穿戴儀器體驗活動，了解自已的生理狀態產生什麼

改變，從而認識「療育性景觀」的影響力。同時亦展示「機能性

保健食品原料」及「具調節血脂功效之雜糧糙米組合配方」等 2
項技術，將具有調節生理機能之天然食品、萃取物，應用於多種

生技保健食品之開發。

開幕當天另舉辦「臺灣機能性農產品創新研發及趨勢論

壇」，由國內專家學者共同探討臺灣機能性農產品創新研發之現

況與未來展望。也讓民眾了解臺灣農業研發成果與醫療科技產業

進步，一同來感受身心靈平衡與抒壓的氛圍！▲ 林學詩場長 ( 右 2) 向黃金城副主委說
明「機能性保健食品原料」技術情形

▲ 本場以療育性景觀體驗為主題，樂活益康花園呈
現五感體驗及療育技轉產品

▲ 陳裕星副研究員向參觀民眾說明「具調節
血脂功效之雜糧糙米組合配方」技術情形

▲ 本場展示「機能性保健食品原料」與「具
調節血脂功效之雜糧糙米組合配方」技
術及其產品

作伙來體驗新農生技 -「2018 台灣醫療科技展 -農業健康館」

▲ 研討會的新興議題吸引產官學近 200 人參與

▲ 設施業者展示資材吸引參與人士駐足觀看
討論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十二月【232 期】 推廣活動－第 3 版－

 

文圖/吳建銘

大雅區小麥種植面積約 100 公頃，是小麥主要產

地之一，除小麥外，本場也在大雅區推廣薏苡栽培，

為精進農友栽培管理技術與推廣國產優質雜糧，本場

於 11 月 28 日假大雅區農會辦理「臺中市農業技術諮

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課程由廖宜倫副研究員

講解薏苡栽培管理技術，廖君達研究員細說薏苡病蟲

害管理技術，吳建銘助理研究員說明實耕農認定新政

策，農糧署中區分署林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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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區農會林

國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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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充分達

到精進栽培技術與政策宣導溝通的目的。

文圖/張惠真 圖/黃麗美

為強化在地食材利用與研發、農產加工運作技巧及強化農產加工衛生安全管

理，以進行田媽媽養成培育及推動食農教育工作，本場 107 年 12 月 4 日辦理臺

中區在地食材應用與衛生管理研習，共有來自中、彰、投家政推廣人員、田媽媽

經營班、休閒農場等成員共 106 人參加。

鑒於農村家政班常會利用當季盛產蔬果進行簡易加工、調製，做出特殊風味

與口感產品，不僅利於保存，亦可提升產品價值；加上近年來各地田媽媽班及休

閒農場經常配合食農教育活動，帶領消費者認識在地農產業與 DIY 體驗活動，在

製作過程特別需要注意衛生安全問題，因此本場特別規劃本次研習，活動由洪梅

珠副場長主持開訓，接著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陳玉楚技正講解「手作食品基礎衛

生安全知識及食安自主管理」，下午課程由樂農發休閒農場許宏賓場長分享農產

加工運作經驗、在地食材應用與示範，並帶領學員 DIY 製作桑葚醋。希望透過本

次研習，習得相關知識與技能，做好食安自主管理，利用當季在地好食材，傳遞

在地美味與情感的好產品。

大雅區農業技術諮詢暨
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本場辦理在地食材應用與衛生管理研習

▲ 樂農發休閒農場許宏賓場長分享農產加
工運作經驗

▲桑葚醋 DIY 學員學習熱絡

107 年農山漁村健康促進工作圈成果發表會圓滿完成

▲現場農友仔細聆聽並與研究人員進行討論

▲ 大肚區山陽社區園藝療育培訓課程，養成園藝
療育輔導人員及促進長者身心健康，現場展示
多樣化作品

▲ 田中鎮舊街社區展示多肉小盆栽、種子森林及
開發園滿花器等活動成果

▲ 南投市福山社區運用香草植物進行扦插、組
合盆栽及香包等活動方案

文圖/陳蓓真

本場於 12 月 5 日辦理「107 年農山漁村健康促進工作圈成果發表會」，邀集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林業試驗所等，以及臺中、彰化、南投、花蓮

及宜蘭農村社區居民與會進行成果分享。林學詩場長致詞時表示，今年度農山漁村健康促進工

作圈推動具有示範效果，居民透過園藝療育培訓及療育活動帶領，產生的療育作品具巧思且非

常吸引人，可發展為社區產業帶來收入，並邀請社區夥伴明年度參加本場開放日活動展示及展

售，讓園藝療育在社區永續發展。發表會由臺

大園藝系張育森教授進行「健康促進暨園藝療

育的理念與做法」專題演講，各試驗改良場所

說明各計畫目標、執行過程及種子人員培訓成

果，並由社區分享學習帶領園藝療育的技巧與

活動，獲得在地長輩熱烈的迴響。最後由廖曼

利老師帶領大家體驗葉拓療育活動，由解說與

認識植物開始，選擇適合的工具與材料，目標

為增加參與者手部肌肉運動與情感交流，共計

80 人與會。透過與會單位的交流與分享，學習

不同社區應用在地

資源於農村健康促

進暨療育活動的理

念與作法，讓社區

成為園藝療育推展

基地，促進長者身

心健康。未來將持

續推動，建立多樣

化模組，落實預防

醫學及健康促進之

目的。

▲ 現場佈置療育庭園，提供不同高度的花台，並讓與
會者有視覺、嗅覺與觸覺的體驗

▲ 107 年農山漁村健康促進工作圈成果發表會與會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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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葉文彬、吳庭嘉

番石榴為常綠果樹、廣泛栽植於熱帶及亞熱帶區域。摩

天嶺位於大安溪畔，屬臺中市和平區，海拔大約 1,000 公尺，

以生產顏色橙黃高品質的甜柿名聞遐邇。近幾年，果樹產銷

班第 70 班李永振班長嘗試開始種植番石榴，經過 5 年摸索，

目前已穩定生產，於摩天嶺種植的「珍珠拔」，目前面積約

10 公頃，以一年一收模式生產，因山區溫度較低之因素，

由套袋至採收約需 120 天，果實生育期長，果肉相當紮實，

糖度可達 11 度以上且略帶微

酸、口感良好。今 (107) 年李

班長與 5 位志同道合的班員

共同成立「摩天嶺高山芭樂」

品牌，嚴格控管果粒大小及

外觀分級，於台北果菜批發

市場拍賣初試啼聲，有良好

拍賣價格，更堅定李班長等

人種植信心。摩天嶺番石榴

於每年 10 月上旬開始採收，

除「黃金」甜柿外，番石榴

也將成為該區「綠珍珠」。

日本循環農業概念於家庭園藝之實踐

▲ 家庭中飼養鵪鶉，其糞便經蚯蚓或腐食性之蠅類幼蟲
分解後可成為肥沃的有機質，供家庭園藝生產使用

摩天產「珍珠」品質一級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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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1 日 彰化縣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埔鹽鄉農會

12 月 22 日 「作物合理化施肥暨微生物肥料施用」教育講習 臺中市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文圖/林煜恒、羅珮昕

近年來農業生產常因化學肥料及農藥過量使用，導致許多汙染的發生，進而影響人

們的健康。生產過程中製造出之農業廢棄物，亦為自然環境帶來許多負擔。為建立永續

的農業生產模式，並為農業廢棄物找尋最有效益之再利用方式，循環農業概念，逐漸被

世人所重視。日本千葉縣 SuE 農場週邊伐木業相當發達，伐木後所產生的杉樹皮，因分

解速度慢，常被大量棄置於自然環境中。農場經營人陶先生近年來致力於循環農業，並

希望將此概念實踐於生活中。為使杉樹皮有效再利用，以降低環境負擔，陶先生自行將

其開發作為適合家庭園藝栽培使用之介質，更

協助日本一般居民建立家庭式循環農場，藉飼

養小型家禽 - 鵪鶉，利用其排出之糞便，作為

人工飼養之蚯蚓或腐食性蠅類幼蟲的食物，鵪

鶉糞便經分解後，即轉化成為肥沃的有機質，

而蚯蚓及腐食性蠅類幼蟲飼養繁殖後，亦可再

作為鵪鶉等家禽之食物。在這小型的家庭式循

環農場中，不僅可自行生產作為家庭園藝栽培

使用之有機質肥料，鵪鶉蛋亦可供家庭食用，

真可謂將循環農業概念實踐於家庭園藝生產之

最佳模式。

▲ 日本千葉縣伐木後所產生廢棄的杉樹皮再利用為園藝
栽培使用之介質

▲ 家庭中飼養鵪鶉，其糞便經蚯蚓或腐食性之
蠅類幼蟲分解後可成為肥沃的有機質，供家
庭園藝生產使用

▲ 臺中市和平區果樹產銷班第 70
班李永振班長及其番石榴果園

▲ 摩天嶺生產之番石榴品質良好，成為該區「綠珍珠」

資料來源/農委會

政令宣導

本場動態

改良課花卉研究室易美秀助

理研究員 ( 右 ) 在本場服務 28 年

1 個月，於 11 月 30 日榮退，由

洪梅珠副場長代表致贈一等服務

獎章，感謝其於文心蘭品種研究

與推廣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