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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 107 年度年終工作檢討會暨員工聯誼活動

看我 72 變─稻草裝置藝術

豌豆病蟲害綜合管理

技術管理作的好 ~花椰菜栽培免煩惱

埔鹽鄉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本場 107 年度年終工作檢討會暨員工聯誼會活動

本場陪同農委員會范美玲處長與溪州青農座談

放眼國際 -第三屆生物肥料與生物農藥國際研討會新知

文圖 /賴小娟、蔡本原

為增進同仁交流、交換工作心得及經驗傳承，值此歲末年終之

際，本場於 107年 12月 21日邀請全體員工及退休同仁假彰化縣花壇
鄉麗園飯店，舉辦 107年度年終工作檢討會暨員工聯誼餐會活動。

會中林學詩場長表示，107年度農機研究室張金元助理研究員及
田雲生副研究

員等共同開發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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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本場各式研發成果亦獲農委會肯定，榮獲 107年農委會研
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獎項等 9個獎項，成果豐碩。會中同時進行本年度
各項工作績優人員表揚活動，由林場長親自頒發狀及獎品給予鼓勵，

藉以激勵士氣，感謝全體夥伴不分您我、分工合作，共同為農業研究

及推廣服務克盡職責。

文圖 /蔡本原

為協助解決溪州鄉農民大宗蔬菜產銷調節、溫網室設施補助及農產品

外銷等問題，108年 1月 2日本場陪同農委會輔導處范美玲處長至溪州鄉與
當地青年農民約 30人進行座談，傾聽農民心聲，推展農事服務工作。青年
農民針對實務上遭遇的溫網室設施補助、產銷履歷申請、補助優惠及行銷、

彰南高科技園區青農進駐、農產品外銷、河川地實耕農申請、農業缺工、人

力團及機械團開發、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及青農區外觀摩等問題提出看法與建

議，現場農糧署及相關單位也立即給予回應，展現機關服務熱忱。

文/羅佩昕 圖 /APO
生物肥料與生物農藥的開發與應用，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獲得亞洲生產

力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支持，從 2016年到 2020年連續於臺灣舉辦生物肥料
與生物農藥國際研討會。筆者參加 2018年 8月舉辦的第 3屆國際研討會，會中除了有來自各國的
學者參加外，主辦單位還邀請美國、瑞士、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等國家研究學者與產業界人

士與會報告，分享各國生物肥料與生物農藥市場概況及所面臨的問題。

會議中除了美國 Certis公司與瑞士 Andermatt Biocontrol AG公司，報告公司產品蘇力菌、芽
孢桿菌、木黴菌、黑殭菌、核多角體病毒及非農藥防治資材等市場發展與挑戰外，更有學者分

享近幾年逐漸成熟於害蟲防治的新技術，其作用機制有別於市面上常見的生物殺蟲劑。例如核

醣核酸干擾 (RNA interference, RNAi) 是利用干擾昆蟲基因表現，使目標害蟲細胞無法合成生長
所需的蛋白質，可於害蟲危害作物前，達到防治的效果，孟山都已將此技術應用於基因轉殖玉

米 -SmartStax Pro，可有效防治玉米切根蟲。另先正達公司亦積極開發此類型技術，也就是應用雙
股核醣核酸噴灑於植物表面，當目標害蟲食用後經細胞吸收，在細胞內核醣核酸干擾作用下，達

到防治害蟲的效果。此類新型生物農藥的發展將對市場注入一股新能量。

▲ 林學詩場長 (中 )與獲獎工作績優人
員合影

▲ 范美玲處長 (右 4)邀集農糧署王安石
分署長 (左 3)、本場及溪州鄉農會彭
顯賦總幹事 (右 3)共同傾聽農民心聲
並回應

▲ 林學詩場長 (右 2)與獲獎優良勞工
合影

▲ 座談會現場青農認真聽取回應

▲ 林學詩場長 (右 7)與獲獎派遣人員合影獎

▲ 第 3屆生物肥料與生物農藥國際研討會

▲ 生物肥料與生物農藥研究與推廣相關之國內
外學者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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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水稻研究中心的新挑戰—多元市場及資訊時代

107 年農業張老師輔導成效紀實

文圖/王柏蓉

國際稻米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於
1960年成立，位於菲律賓的 Los Baños，成立宗旨在研發水稻品種
及耕作技術，減少人類飢貧及增進健康，同時作為稻米相關知識

殿堂，提供全球研究人員相關的訓練服務。我國為開發具機能性

的水稻品種、利用無人飛行器進行高

通量外表型分析，以建置本土化水稻

作物生長模式，筆者與農業試驗所組

成研究團隊赴 IRRI進行研習。
水稻的國際市場需求隨消費結構改

變愈趨多元，米飯不僅是主食，更需兼

具健康與美味，目前 IRRI已建置水稻
體外升糖指數評估及抗氧化成分的分析

平臺，可在品種選育過程提供研究人員

有關機能性相關資訊。同時，為使育成

品種更具市場價值，IRRI亦與米飯消費
習慣不同的國家合作，發展出因地制宜

的米飯食味鑑定系統，期開發兼具健康

效益、口感又符合當地消費者喜好的品

種。

無人機的興起讓作物田間調查的效率倍增，國際間相關作物研

究單位甚至育種公司皆爭相投資，期建置快速精準的外表型分析平

台。在臺灣，無人機已廣泛應用於國土及林木量測，在農糧領域，亦

已利用無人機噴灑農藥及輔助災損評估。IRRI則利用無人機進行高
通量田間影像資料蒐集，透過分析軟體轉化為數位指標，將可應用於

大數據分析，全面提升此高通量外表型系統的適用範圍及應用價值。

在水稻栽培方面，大數據的導入有助於標準化栽培模式的建立，並預

測產程的投入及產出，提供稻農客製化的管理建議。隨著氣候變遷，

水稻產量潛力預估與最適栽培模式之研究更有助於耕作者的風險管理

及投資報酬率的評估。

文圖/鄧執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整合

所屬各農試改良場所之諮詢服

務窗口，輔以資通科技，建立

即時性之農民服務網路，擴大

服務效能，於 14個試驗改良
場所現有研究人員架構下組織

農業退休專家，建立農業張老

師諮詢輔導體系，重點輔導農

民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採行作物栽培、病蟲害整合管理等，

以達到從源頭建構農產品安全生產之目標。

本場執行農委會「107年農業張老師輔導諮詢推動計畫」，集
結場裡退休研究人員為主力，共有 6位專家駐診，領域涵蓋農業
生產技術、肥培管理技術、作物病蟲害診斷、園藝療育及食品加

工等，都是在各領域學有專長或有豐富實務經驗的專家。為提供

農友便利快速的諮詢服務管道，執行方式係由農民服務中心作為

諮詢服務統一窗口，協助轄區臺中市、彰化縣與南投縣等農友，

解決農業技術相關疑難雜症，有需求者皆可來電農民服務中心 (04-
8532993)，申請實體或線上農業諮詢服務，視農民問題與需求，由
專業領域農業張老師親至現地勘查診斷，提供諮詢服務，於第一

時間提供必要診斷與解決方式。

107年本場共完成 80件現地輔導案件，範圍包括海線的彰化
縣大城鄉到山區的南投縣

仁愛鄉，作物別泛及果

樹、蔬菜、雜糧及水稻，

本場農業張老師都能針對

農友問題適時提供解決建

議，為農友提供有效並便

捷的輔導服務，建立農業

全方位服務網絡！

▲ 本場農業張老師賴文龍老師為農友解說
水稻肥培管理

▲ 本場農業張老師陳彥睿博士 (右 )解說綠雕在
園藝療育之應用

▲ 「利用無人飛行器進行高通量外表型分析工作坊」講師向學員講授無人機操作

▲  IRRI 米 質 中 心 主 持 人 Dr. 
Nese(右 )及農試所吳東鴻博
士 (中 )與筆者 (左 )於該中
心前合影

看我 72 變 - 稻草裝置藝術

文圖/葉文彬

田中鎮農會於 107年 12
月 15日舉辦「2018田中鎮稻
草人藝術節」，與中州科技

大學合作將稻草由廢棄物變

藝術品，今年活動主題為「童

話」，利用無限創意將稻草

編織童話故事人物及海洋動

物搬到田中央。本場林學詩

場長致詞表示，田中鎮是彰化縣重要稻米產區，生產優質「台稉九

號」稻米為本場育成之品種，藉此活動宣導推廣，供消費者選購良

質米。田中鎮農會曾招英總幹事表示今年為第 4屆，每年此時期歡
迎大家相揪到田中鎮欣賞稻草裝置藝術，購買當地青農之農產品，

希望田中鎮除了享譽國際的馬拉松活動，也有引人入勝的稻草人

藝術。

▲ 利用稻草編織鯨魚及章魚，讓海洋生物出現田中央，創意無限

▲  2018稻草人藝術節述說田中鎮為中部地區重要稻米產區，並將稻草
從廢棄物變藝術品

▲  2018田中稻草人藝術節為第 4屆，由彰
化縣魏明谷縣長 (右 7)、本場林學詩場長
(左 7)、田中鎮農會曾招英總幹事 (左 8)
及與會來賓共同舉行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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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病蟲害綜合管理

文圖/黃琬庭、趙佳鴻、沈原民

豌豆常見的病蟲害如白粉病、立枯病、薊馬類、夜蛾類、蚜蟲類及潛

蠅類等，為管理豌豆病蟲害，噴施化學藥劑為農民慣行的作為。若未注意

安全採收期，易造成連續採收作物農產品的農藥殘留違規及病蟲抗藥性等

問題。豌豆苗期即應積極監測並防治病蟲害，以維持苗期正常生長；開花

期後各種蟲害發生，應密切注意防治時機用藥，配合費洛蒙誘蟲器、黃色

黏紙等其他防治資材共同控制蟲害。病害部分則須改善田間通風，注意田

間管理，避免土壤過濕或過乾；拔除並銷毀罹病殘株，勿散留於田間，以

減少感染源，且避免連作。除了種植期間用藥外，種植前的預防措施包括

浸水、曝曬、合理化施肥、輪作與土壤消毒等，以及田間衛生管理、清園，

可降低殘存病害、線蟲之感染源而減少感染，亦能減少夜蛾、斑潛蠅等害

蟲躲藏於土壤中的蛹及成蟲。對於病蟲害防治之時機請參考附圖，藥劑的

選擇除考慮藥效外，亦須考量安全採收期，相關用藥資訊可參考植物保護

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tactri.gov.tw/ppm/)。
防治時機 輕微發生 嚴重發生

日本最大的第三方有機認證機構 -
有機及自然食品協會 JONA

愷式好米－
彰化縣青農聯誼會陳建凱會長

文圖/林煜恒、羅佩昕

日本有機及自然食

品 協 會 (Japan organic and 
natural food association, 
JONA) 成 立 於 1993 年，
為日本較早推廣有機農產

品、有機加工食品及有機

蜂產品的民間組織。2000
年起正式註冊成為協助日

本農林水產省進行有機農

產品認證的第三方驗證單位。目前日本約有 70個有機第三方驗證
機構，以 JONA規模最大，擁有約 430家的企業會員，其亦為國際
有機運動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l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IFOAM)的成員，可協助進行認證之區域擴及全球，包含日本、中國、
非洲、美洲及歐盟。目前 JONA在日本進行之有機農產品 JAS認證
中以水稻、茶及蔬菜為主要作物類別。由於各國對於日本生產之有

機農產品需求日益增加，因此 JONA除協助國內農友進行有機認證，
亦協助有出口需求的業者，進行可滿足銷售目標國或地區之有機農

產品驗證，以增加日本有機農產品出口機會。

JONA近年來亦積極推
廣有機農業，藉舉辦有機列

車的活動，帶領民眾進入有

機栽培農家，實際認識有機

農產品從產地到餐桌的生

產過程，透過互動式參與，

使民眾瞭解有機農產品的優

點，增加國內民眾對有機農

產品消費的興趣及需求。

JONA不僅協助國內有機農
民及企業取得有機驗證標

章，更在有機產業推廣上不

遺餘力，實為一值得學習的

有機農業驗證及推廣組織。

文/蔡本原 圖 /陳建凱

107年 12月上任的彰化青農聯誼
會陳建凱會長，原本從事紡織業務，9
年前返鄉接管家中土地開始接觸農業，

一開始什麼都不懂，如今已經可以跟其

他青農分享水稻的經營管理及行銷通

路，建凱的稻米堅持手工日曬，要讓

消費者吃進陽光的能量，目前種植台

稉 9號及台農 71號等 8個品種，並開
發玄米茶及米香棒等加工米製品。返鄉

後建凱深知農作物的種植方式要隨著民

眾的需求不斷創新改變，於是開始重視

稻米的田間管理，朝友善環境耕作模式

發展，生產之稻米皆通過 SGS認證 311
項無農藥殘留零檢出與無重金屬殘留檢

驗合格，並於 2015年創立「愷式好米」(卡實好米 )品牌。
專注於本身的水稻經營外，他也與彰化基督教醫院及明道大

學共同合作種植 9.3公頃有機米，協同附近小農合作推廣食農教育
及在地農遊體驗，活絡農村社區經濟。建凱當上會長後，深切體

會青農一定要團體作戰才能發揮群聚力量，他與聯誼會幹部馬不

停蹄拜訪農業相關單位，聽取各方建言並加強內部組織運作，強

化總會與 26分會間之聯繫，努力提升「青農夢田」品牌能見度，
創造出彰化青農的價值。

▲  JONA總經理高橋俊彰先生分享日本有機
農產品驗證及推廣經驗

▲ 日本有機商店中由 JONA進行有機認證的
胡蘿蔔

▲ 陳建凱會長 (左 1)辦理割稻體驗活動，讓民眾了解水稻收穫過程

▲ 彰化縣青農聯誼會陳建凱會
長堅持手工日曬米，並自創
「愷式好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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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管理作的好 ~花椰菜栽培免煩惱
埔鹽鄉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

座談會

本 場 動 態

文圖 /吳建銘

依農情報告資源

網資料顯示，全臺花

椰菜面積約 1,616公
頃，其中埔鹽鄉種植

547.95公頃，占全臺
面積約 34%，是花椰
菜主要產地。為精進

農友栽培管理技術與

推廣應用微生物資材，本場於 107年 12月 21日假埔鹽鄉新
水活動中心辦理「彰化縣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

會」，課程由陳葦玲副研究員講解「花椰菜栽培管理與採後處

理管理技術」，郭建志副研究員細說「應用微生物製劑於蔬菜

作物病害管理技術」，蔡本原助理研究員說明「非洲豬瘟防疫

及實耕農認定新政策宣導」，最後由洪梅珠副場長及埔鹽鄉農

會黃淑滿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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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梅珠副場長 (前排中 )、埔鹽鄉農會黃淑
滿主任 (前排左 )共同主持座談會

本場吳建銘助理研究員 (左 1)榮獲
107年台灣農業推廣學會優秀農業
推廣教育人員獎

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農業缺工好幫手

Android 載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月 26日 南投縣政府辦理各界慶祝 108年度農民節活動 南投縣政府地下二樓大禮堂

2月 14日 彰化縣農會辦理各界慶祝 108年度農民節活動 彰化縣溪州花博公園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活動
快訊

107 年度水里鄉肚財丁評鑑暨推廣活動 107 年度中寮鄉珍珠柑優質果品評鑑

文圖 /陳盟松

臍橙又名肚財丁，因果實底

部具有臍狀構造故而得名，是南

投縣水里鄉著名的特色柑橘，栽

培面積約 35公頃，於上安村、玉
峰村及新城村成立臍橙專業栽培

產銷班。華盛頓臍橙是栽培難度

高的柑橘種類，對於栽培環境風

土氣候要求嚴格，水里地區由於

氣候條件適宜，可生產高品質肚

財丁。107年 12月 18日水里鄉公所舉辦肚財丁評鑑活動，以果實外
觀、果肉糖度與風味口感作為評鑑標準，邀請南投縣政府農業局、

水里鄉公所及本場果樹研究室陳盟松助理研究員擔任評審委員。水

里鄉臍橙由於在地農民純熟栽培技術及合宜氣候條件配合，今年參

賽果實品質十分優良，同時，藉由評鑑暨推廣活動舉辦，讓農民彼

此互相觀摩，交換栽種心得，使果實品質更上一層樓，並且推廣鄉

內特色水果，讓消費者認識優質水里鄉肚財丁。

文圖 /陳盟松、曾宥綋
中寮鄉為南投縣重要的

水果產區，香蕉、龍眼、柳

橙以及珍珠柑是其特色產品。

珍珠柑果實小巧可愛，外觀

極像迷你版的椪柑，剝皮容

易，果實帶有濃郁清新香氣，

果肉細緻、糖度高，讓人愛

不釋手、一口接一口，顧名

思義又稱一口柑。珍珠柑在中寮鄉已栽植多年，形成重要的地方特

色果品。107年中寮鄉農會於 12月 13日舉辦珍珠柑評鑑，邀請鄉
內農友一起共襄盛舉、同場較勁，本次評鑑由南投縣政府、農試所

嘉義分所及本場研究人員擔任評審工作。評鑑標準根據果品外觀、

果肉糖度與口感風味三大項目進行評分。本次參賽果品在果實外觀

與口感風味品質均佳，同時藉由農友間彼此觀摩學習、精益求精，

讓中寮鄉的珍珠柑品質不斷地向上提升，提供消費者最佳的優質

果品。

▲ 肚財丁 (臍橙 )果色為橘黃色，果底
部有一小果 (複果 )而呈現臍狀外
觀，果肉細緻、糖度高且具有濃郁
果香

▲ 珍珠柑外觀小巧可愛、剝皮容易，果實
具有清新香氣，果肉糖度高

▲  107年 12月 18日水里鄉肚財丁 (臍橙 )評鑑活動於南投縣水里鄉公所進行果
實評鑑作業

▲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曾銀位科長 (左 )與本場曾宥綋助理研究員 (右 )等委員進行
果實外觀與果肉糖度評鑑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