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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食安、農業永續 –108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頒獎典禮

農產初級加工輔導需求座談會 – 傾聽農民心聲

因應氣候變遷之苦瓜克服淹水逆境新技術發表會

蕎麥品種及栽培技術介紹

守護食安、農業永續 –108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頒獎典禮

「2019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 永續發展館」盛大開幕

到產業升級及永續

經營。期許未來能

有更多農民加入產

銷履歷制度的行列，

齊心守護消費者食

安與維護農業永續，

共創安心溯源產品

的新藍海。

文圖 /蔡本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表揚 108年度產銷履歷達人，9月 21日於

臺北希望廣場舉行頒獎典禮。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蒞場肯定產銷履歷

達人的用心與努力，致詞表示藉由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鼓

勵農友積極投入制度，也讓消費者了解生產者的用心，達到「安食

健康」的目標。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員致詞時表示，產銷履歷制度

以安全、永續、資訊公開、可追溯為核心價值，15位達人不僅年輕，

且藉著對社會的責任、對土地的熱情與信念，用友善環境方式，提

供消費者最優質安心的產銷履歷農產品。

108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共計 95位生產者報名參選，經

資格審查、初選與複審之嚴謹評核，計有 15位當

選產銷履歷達人，本場轄區佔有 3位。其中，蔡

建宗總幹事帶領大安區農會推出產銷履歷產品，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並將產品行銷國際；胡志豪

青農經由本場輔導，改良葡萄生產技術，進行 e

化行銷，堅持提供在地優質好農產；劉啟葦青農

採用農業集團化的方法來建立菇類栽培模式，達

文圖 /王念慈

「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永續發展館」於 9月 26日至 28
日在臺北世貿一館展出，農委會主辦之永續發展館以實踐「新農業、

綠能發展、循環經濟」的價值理念出發，展現創新且豐沛的研發能

量。

本場參與展出之技術包含：以木黴菌等菌種與接種劑製作技

術，將廢棄菇蕈剩餘物質製成低臭味之抑菌雞舍墊料或開發成堆肥

產品；提升蕎麥去殼分離效率之「蕎麥離心式脫殼機」；具有調節

血脂與血糖功效的穀物配方；易於加工成型、外觀潔白、口感 Q彈

▲ 具調節血脂、血糖功效之穀物配方與加工原料製備技術
展示

▲ 複合式堆肥發酵菌種接種劑製作技術及其應用於雞舍
墊料與堆肥製作技術展示

▲ 劉啟葦青農 (左 )向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右 )及農委
會陳吉仲主委 (中 )介紹自家栽培的產銷履歷優質香
菇

之水稻台中秈 197號製成之優質純米粉絲產品等。吸引民眾參觀詢
問，充分展現本場研發能量！一年一度的創新博覽會精彩又豐富，

研發人員專業且熱情地向觀展廠商與民眾解說，期藉由本次展覽讓

臺灣農業研發成果，為

資源永續及循環多元利

用展現新實力。

▲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左9)、發言人KOLAS YOTAKA(右9)、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中 )、農糧署胡忠一署長 (左
1)與 108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合影

▲ 李紅曦場長 (右 2)向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 (中 )
說明蕎麥離心式脫殼機運作原理與優異的分離效
率，黃副主委對本場農業機械之研發與推廣成效
表示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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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新品種台中 11 號

農產初級加工輔導需求座談會-傾聽農民心聲
文圖 /任珮君

為推動農產品從生產到初級加工的一元化管理，並了解產業對

農產加值打樣中心輔導之實際需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9月 12日

假本場辦理「農產初級加工輔導需求座談會」，由陳駿季副主委親

自主持。陳副主委表示，目前食品加工廠是由經濟部及衛福部共同

負責管理，為協助農民從事初級加工，農委會於 108年 5月 16日

修正《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將農產品初級加工納入管轄範圍，

並於包括臺中場在內等 7處農業試驗改良場所設立「農產加值打樣

中心」，亦於南投縣中興新村設置「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心」，期

望藉由專業的諮詢與輔導，提供農民最即時且有效的農產品加工協

助。

本次座談會針對農友建置「農產初級加工場」所遇到申請資格、

場域建置與規劃、加工設備購置、青農補助創業貸款、產品包裝行

銷及後續市場推廣販售等軟硬體需求進行意見交流，共有 41位農

友及青年農民代表參加，現場討論熱絡。當日也前往彰化縣埤頭鄉

青農許宏賓所設置的農產加工室拜訪，針對桑椹加工品及行銷推廣

給予建議，期許藉由桑椹之多元化商品開發，帶動農產業之發展與

經濟效益。

文圖/陳建銘

菊花切花生活利

用範圍廣泛且量大，

儘管近年來因外銷市

場萎縮使栽培面積下

降，但栽培面積與產

量仍然是國內切花市

場第一位。菊花在台

灣栽培歷史悠久，透

過專家學者與農民的鑽研，逐漸改善栽培技術達到周年生產，

但多數品種引進自荷蘭，於台灣亞熱帶氣候栽培有季節與區域

的限制，為因應在地適種品種及產業變遷，自 2009年改以選拔
耐熱夏季開花之品系，並已保存菊花品種 400種以上。

本場於 107年審議通過命名夏季耐熱菊花‘台中 11號 -星
火’，為黃色半重瓣多花菊，因花色明亮宛如夏日星火故以此

命名，具有 (1)在夏季 6-10月可正常開花，定植後依商業採收
標準約 10周採收；(2)植株夏季未經過電照即可達 60公分以上，
因此可以減少電照日數降低生產所需的電費、栽培時間及田間

管理等成本；(3)主莖粗側枝少生長勢強，能夠減少物理性傷害
與斷枝，且切花採收後能夠有良好的吸水性，使瓶插壽命與觀

賞品質較佳；(4)屬於圓筒形花序且花朵數多使花朵開放位置在
同一水平面，花束外觀花團錦簇的模樣吸引消費者購買；(5)花
徑大也可做為

大菊栽培等特

性，評估具有

市場潛力可提

供農民在夏季

黃色大菊栽培

除 了‘ 黃 精

競’之外的新

選擇。

▲ 菊花‘台中 11號 -星火’花朵近照

▲ 菊花‘台中 11號 -星火’田間生長狀態

「打造新世代外銷蘭花產業鏈」
計畫成果發表會

文圖/洪惠娟

蘭花是臺灣極具

特色與競爭力的產業，

「打造新世代外銷蘭花

產業鏈」計畫選定國

蘭、文心蘭、春石斛蘭

及熱帶蘭花共 4種具潛
力的蘭花產業，集結國

內相關領域的主要研究

單位與人員組成團隊，

建構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術。

為推廣應用相關研發成果，本場及參與計畫之研究人員共同策劃，於

9月 11日在埔里分場
舉辦「打造新世代外銷

蘭花產業鏈」計畫成果

發表會，計有 9篇研究
成果進行分享，另會場

展示 13幅海報及國蘭、
春石斛蘭與熱帶蘭花研

發成果實物，並結合臺

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籌

備的盆花應用展示。現

場約有 77人與會，與
研究人員針對研究成果

熱烈討論與交流，期能

陸續將研發成果發表，

並推廣至產業應用，以

厚植產業、強化競爭

力。

▲ 臺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配合活動展示精緻組合盆花

▲ 與會人專注聆聽研究報告內容

▲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 (右 1)與本場李紅曦場長 (左 1)拜訪彰化縣埤頭鄉青農許宏
賓 (右 2)設置之農產加工室

▲ 農產初級加工輔導需求座談會現場參與踴躍

▲ 本場李紅曦場長 (中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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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台灣農業設施協會共同舉辦「2019 新溫室技術交流研討會」
文圖/張金元

本場與台灣農業設施協會於 10月 9日假本場舉辦「2019年新
溫室技術交流研討會」，邀請國內產學研 11位專家學者進行專題
演講，現場齊聚近 200位來賓。

文圖/藍玄錦

苦 瓜 耐 淹 有 新

招！本場 10月 5日於
彰化縣田尾鄉召開「因

應氣候變遷循環資材

在苦瓜克服淹水逆境

新技術發表會」。本發

表會為農委會「108年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業

技術研發成果發表會」

系列活動中之第 1場，
由李紅曦場長及田尾鄉農會楊春枝總幹事共同主持，共有 135位農民前
來觀摩。李紅曦場長表示，本年 5月以前暖冬與乾旱無雨，造成荔枝龍
眼等作物減產，但 8月又因豪雨導致葉菜類與瓜果類作物嚴重災損，故
氣候變遷是現在與未來農作生產不得不面對的議題。近年來本場積極研

發功能性微生物，發展作物耐候用途之微生物製劑，本次運用所研發的

木黴菌 TCT768接種菇類剩餘物質與雞糞開發出新型有機堆肥，除了在
苦瓜種植前田間施用外，亦在苦瓜畦面莖基部旁再置放一包堆肥，誘引

苦瓜新根生長至肥料袋內，以降低根系受淹水影響，經試驗處理於本年

8月豪雨後，植株可有效降低受損率並提升產量。本技術可降低根系受
淹水影響，協助農友克服氣候變遷維持作物生產及穩定收入，並可作為

發展韌性農業及兼顧循環農業的成功範例之一。

文圖/葉文彬

清邁是泰國第

二大城市，位於北

部。為照顧偏遠地

區農民生活，泰國

皇家計畫基金會在

泰北設立 39個工作
站，輔導種植葡萄。

這些工作站多分布

於海拔 700-1,200公尺的山地，氣溫較涼爽。雖然此次參訪 8月中
旬為雨季，但工作站及農民採用設施栽培，且灌溉水源取得不易及

坡地排水良好，葡萄園區顯得相當乾燥。目前泰北發展以無子葡萄

為主，品種有 Beauty Seedless、Flame Seedless和Marroo，有些工作
站開始引入日本品種，進行試種與品種保存。整枝模式為仿日本 H
型或改良一字形，進行一年二收產期調節，修剪採短梢修剪模式，

但因花芽分化不佳，新梢無花穗，產量相當不穩定。皇家計畫葡萄

栽培採用砧木，該計畫引進 1613C(Couderc)品種，經評估適合當地
氣候與風土，目前種苗均採用此品種進行嫁接繁殖。由於葡萄單價

高收益良好，皇家計畫人員表示在部分工作站已有葡萄逐漸取代短

期作物之趨勢。

因應氣候變遷之苦瓜克服淹水逆境
新技術發表會

泰國北部葡萄栽培現況

▲ 發表會由本場李紅曦場長 (中 )及田尾鄉農會楊春
枝總幹事 (右 )共同主持。李場長致詞表示，氣候
變遷是現在與未來農作生產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 農友果園合影，該果園葡萄品種為 Beauty Seedless

▲ 設施栽培無子葡萄，土壤相當乾燥，仿 H型整枝及短梢修剪

▲ 陳俊位分場長 (右 2)解說農業剩餘物質
再利用產品在苦瓜耐淹水的施用技術，
並與農友熱烈討論

▲ 藍玄錦助理研究員 (右 3)介紹矽藻土
液肥的製作及田間施用要領

研討會由農糧署胡忠一署長開幕致詞，說明臺灣溫室設施推廣

應用現況，並期許本研討會帶動溫室技術的產業發展與提升競爭力；

接著由台灣農業設施協會黃裕益理事長致詞，期許產官學研界持續

合作並精進；最後由本場李紅曦場長致歡迎詞，

期能藉由產官學研各界的互動交流，共同研發

國產設施栽培技術與創新。

為因應極端氣候，建構「韌性農業」生產

體系，使農業具備抵抗極端氣候的能力，研討

會內容從設施與設備的應用、栽培管理、作物

生產應用等議題，使農業提升競爭力及永續經

營，以溫室新技術為主題揭開序曲，會場討論

氣氛熱絡，促進

國內各界聯繫合

作與技術交流。

▲ 「2019新溫室技術交流研討會」由農糧署胡忠一署長 (前排中 )、本場李紅曦場長 (前排右 )、台灣農業設施
協會黃裕益理事長 (前排左 )及與會來賓合影

▲ 研討會由隆笙公司陳建興經理、本場葉文彬及陳葦玲副研究員，分別分享設施設備應
用，本場葡萄設施生產及作物光合作用應用管理技術

▲ 產業先進針對設施技術提問，會場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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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曾康綺、張惠真

為促進我國農業產業發展與國際間交流，行政院

農業委員推動印尼青農來臺農業實習計畫，於 9月 27
日在走馬瀨農場舉行「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銜接訓

練」結訓典禮暨記者會，由陳吉仲主委主持並宣布實

習計畫正式啟動。

印尼青農來臺農業實習計畫，由我國農場提供農

業實習機會，並提供生活津貼、食宿服務，使印尼青

農透過做中學，加強農業經營實務能力，學習農業經

營知識與經驗。第 1梯次由農委會遴選出 45家農場為實習場域，印尼農業部推介該
國農校畢業 18-36歲具實際農耕經驗的青農 53名，本場轄區有 13名青農，將至中部
地區 11個農場實習。為加速印尼青農適應我國生活環境，來臺後需先接 5天基礎銜接
訓練，認識臺灣風俗民情、生活法律規範及中文語言訓練，本場針對稻作、蔬菜等課

程，說明產業現況及栽培概要，接著由實習農場引導至實習場域，開始農業實習生活。

期透過臺印雙邊合作，展開新南向政策農業人才交流。

有興趣成為印尼青農實習農場嗎？第 2梯次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臺中場場次說
明會，訂於 10月 25日上午 10時於本場大禮堂舉行，歡迎轄區內符合申請條件且有
意願擔任實習農場的場主踴躍報名參加，相關資訊可上本場網站首頁查詢。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月 25日 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臺中場場次說明會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10月 31日 -11月 02日 2019亞太區技術展覽會 臺北南港展覽館 1館
11月 05日 -11月 06日 智慧農業於農產業之應用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11月 13日 -11月 15日 友善與有機蔬菜栽培管理進階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活動
快訊

蕎麥品種及栽培技術介紹
文圖/廖宜倫、賴坤良

國內蕎麥推廣品種有二，分別是屬普通蕎麥‘台中 5號’及韃
靼蕎麥‘台中 2號’。普通蕎麥的花為白色，具有豐富的蜜源可吸
引昆蟲及蜜蜂採蜜，為蟲媒花，故為冬季重要的蜜源作物。韃靼蕎

麥的花為青色，花為不完全展開，可自花授粉，韃靼蕎麥的芸香苷

含量多於普通蕎麥，故近年來受到人們重視。在台灣蕎麥採冬季裡

作栽培，生長期由每年 10月至隔年 2月，因其生長期短，不會影
響隔年一期稻作期，受到農民喜愛。本文介紹栽培技術如下：

( 一 ) 播種期

蕎麥為冬季裡作，慣行播種期以 10月下旬至 11月下旬為主，
如太早播種，幼苗生育期時溫度太高，使得開花提早，全生育日數

縮短；反之，如至 12月中旬後較晚播種，因光照長度及溫度影響
致結實率不佳，進而影響產量。

( 二 ) 整地及播種方式

播種法可分為不整地法、低整地法及整地法 3種。
1.不整地法：二期作水稻收穫前 2個星期，稻田灌水以濕潤土壤，水
稻收穫前 2日，田間土壤仍呈濕潤狀態時，將蕎麥種子均勻撒播田
間，水稻收穫後將稻稈切斷並覆蓋田面的蕎麥種子，有助於種子發

芽，此方法因未進行整地而最為省工。

2.低整地法：二期作水稻收穫前 2個星期，引水灌溉使得土壤濕潤，
水稻收穫後將蕎麥種子撒播在稻田，之後再以曳引機進行 5-7公分
的土表深度之低整地，將種子淺層覆蓋，避免種子遭受鳥害。

3.整地法：二期作水稻收穫後，先以曳引機進行整地，並將田面耙平
並做畦進行條播，或以播種機進行機械播種，行距 30公分，此法
雖最費工，但所需種子量較少，收穫產量較高。

▲ 普通蕎麥花海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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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播種量

普通蕎麥種子較大，每公頃需種子量約 50-60公斤。韃靼蕎麥
種子較小，每公頃需種子量約 40-50公斤。
( 四 ) 施肥管理

蕎麥每公頃所需肥料三

要 素 為 N：P：K=60-75：
36：60公斤。施用有機質肥
料，可於基肥一次施用。

( 五 ) 收穫

蕎麥可用雜糧聯合收

穫機採收，為田區蕎麥種子

90%成熟時進行收穫。

▲ 韃靼蕎麥植株

印尼青農來臺實習，促進臺印雙邊農業
交流與合作

本場動態
文/編輯室

人事室新進職員

陳禹彤 課員
學歷：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經歷：雲林縣政府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工作職掌： 組編、任免、考績、

獎懲訓練、待遇福

利及退休等

到職日：108年 8月 19日

電　話：04-8523101#121

新任人事室主任就任

本場人事室主任

由何旻叡 (右 )主任
於 108年 9月 16日接任

▲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後排右 5)、本
場李紅曦場長 (後排右 2)、與會來
賓及來臺參與實習計畫之印尼青農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