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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建場 117 年「開箱引爆場慶歡」活動

「108 年科研與產業的距離工作坊」以市場與產業趨力，帶動科研走向

夏稻冬麥輪作制度觀摩會

108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 彰化縣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 19 班

本場建場 117 年「開箱引爆場慶歡」活動
文圖 /何旻叡、蔡本原

為凝聚本場同仁向心力及推動各項業務橫向溝通，於

11月 1日建場 117周年以「開箱引爆展創意、臺中場 117

續雁行」活動慶祝。本場百年來首位食品加工專長任珮君

助理研究員，以單元劇「喜洋洋爆米香」在焦糖薏仁爆米

花香氣四溢中開啟序幕；接著各研究室以「開箱文」方式，

讓同仁彼此瞭解各單位工作內容及業務；全場同仁並以雁

行圖案合拍團體照。活動熱鬧有趣、氣氛溫馨，充分展現

本場雁行文化的團隊精神。

文圖 /曾康綺

我國首梯

印尼青農業於

108 年 9 月 底

開始在國內農

業經營場域，

透過「做中學」

來加強農業經

營實務能力。為擴大臺印兩國雙邊農業實習合作，本場

於 10月 25日辦理第二梯「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說明
會」，廣邀轄內農會、農場、合作社、產銷班、種苗場、

畜牧場、養殖場、參與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及經輔導

有案之青農等潛在實習農場業主，共計 56人參加。說
明會由洪梅珠副場長主持並致詞，農委會陳曉瑩技正

說明計畫目的、執行現況與申請方式，並透過綜合討

論俾利與會者更加瞭解本計畫作法與後續申請作業。

歡迎臺中、彰化及南投等縣市符合申請條件又有

意願擔任實習農場的農場主，可向本場推廣課農村生

活與資訊傳播研究室提出申請，相關規定及申請書請

至 https://reurl.cc/Objmm9下載。

文圖 /王念慈

「2019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
議」於 10月 31日至 11月 2日在臺北
南港展覽館一館展出，其中臺灣農業技

術形象館以「農業設施」、「農業資

材」、「農業加值」三大主題區為主

軸，邀集 30家承接農委會研發成果且
有志於拓展國際市場之廠商參展，具體

呈現近年已商品化之技術及產品。本場

3項研發成果透過 2家技轉廠商參展，其中四維機械廠
承接「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及「電動自走式升降

作業機」等省工機械商品化並行銷推廣，助益提高農

業生產效能；德林農藥行則利用「木黴菌 TCT768製作
技術及其應用於菇菌類廢棄物堆肥化應用方法」技術，

將廢棄的菇類剩餘物質回收再利用，生產菇鮑浚有機

堆肥，利用其具肥效、分解與保暖等多種功能，運用

在作物復育上，能抵抗極端氣候，恢復正常生長。現

場各國觀展來賓洽詢踴躍，期望藉由本次大型國際展

覽，讓世界看見臺灣農業研發實力，將優質農業研發成果推向國際市場。

▲ 本場洪梅珠副場長 (左 2)主持「臺印尼青
農實習計畫」說明會

▲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 (左 3)肯定本場研發
之菇菌類廢棄物堆肥化應用技術，帶領外賓
來參訪，並期許加強推廣運用

▲ 省工機械「電動三輪自
走式噴霧機」及「電動
自走式升降作業機」商
品展示

本場舉辦臺印尼青農實習
計畫說明會

2019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 -臺灣農業技術形象館
匯集新研究成果拓展國際市場

果樹研究室獲選場慶開箱文「最佳創意獎」

 行政單位獲選場慶開箱文「最上鏡頭獎」

 蔬菜研究室獲選場慶開箱文「最具風格獎」

全場同仁排成雁形圖案合影，象徵本場團隊互
相鼓勵且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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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的芭樂在這裡！ 108 年度
彰化縣珍珠芭樂評鑑競賽活動

「108 年科研與產業的距離工作坊」
以市場與產業趨力，帶動科研走向

文圖 /陳世芳、王念慈、游涴淨

本場 10月 21日辦理「108年科研與產業的距離工作坊」。李

紅曦場長開訓時表示，科技研發應與時俱進，並與產業對接，故擬

透過本次工作坊，協助研究人員進行研發成果之盤點與加值，進一

步確認產業需求，以期促進研發量能及成果效能之提升。

本次課程內容由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發展中心林恒生副主任，

文圖/吳庭嘉

彰化縣溪州鄉農會

於 10 月 9 日 舉 辦「108

年度彰化縣珍珠芭樂評

鑑競賽 -提拔提芭」活

動，邀集彰化縣及南投縣

共 14個鄉鎮一同參與，

共有 82組農友參賽。番

石榴評鑑依照果實外觀色

澤、重量及整齊度、果實

糖度、果肉質地及風味評

分，猶如一場盛大的番石榴選美競賽，評選出外型優良、口感

風味極佳的番石榴。

評鑑結果，由彰化縣埤頭鄉謝茂興農友抱走冠軍獎座，亞

軍分別為埔心鄉徐偉智農友及溪州鄉曾虹蓁農友，季軍則為溪

州鄉姚協助農友、陳軒昌農友及員林市黃宣惠農友獲獎。期盼

藉由本次評鑑活動的舉辦，讓農友們互相觀摩學習，提升中部

地區番石榴生產品質，推廣中部地區優質番石榴，讓生產者種

出信心，更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 本場陳鴻堂助理研究員 (左 1)及農試所
鳳山分所謝鴻業副研究員 (左 2)，針對
番石榴果實外觀及整齊度進行評分

紅龍果產業的新星
陳世晉介紹

文圖/陳蓓真、曹理貴

108年度彰化縣紅龍果評鑑

結果出爐，紅肉組冠軍由從事紅

龍果栽培僅 3年的青農 -陳世晉

奪得，可謂紅龍果產業的新星。

雖為農家子弟，卻沒有一頭栽進

紅龍果的栽培，但長期跟隨在父

親及哥哥身旁協助農務，逐漸培

養對紅龍果栽培的濃厚興趣，更

在 3年前和父親討論後決定鼓起

勇氣承租 4分農地，並利用晚上及週末的時間，經營自己的紅龍果事業。

陳世晉白天從事車床工

作，無法參加農民學院的專

業訓練，慶幸哥哥陳勝得曾

參與農民學院紅龍果栽培管

理班，也曾獲 107年全國紅

龍果評鑑紅肉組優選，分享

經營實務與行銷經驗，傳授

給他正確的紅龍果栽培知識

與技術，加上父親傳承 20多

年的紅龍果田間栽培實務經驗，更有員林市農會與員林青農聯誼分會的協

助與交流，慢慢累積充沛的實力，彌補了他與生產高品質紅龍果的距離。

目前栽培 3分地的紅肉品種，1分地的白肉品種，田間草生栽培以保水及

保肥，利用灌溉設施省力及省工，果品力求安全及無農藥殘留，高品質栽

培 1株條留 2個果實，未來目標是自產自銷，建立自有品牌。

陳世晉認為農業是臺灣的根基，堅持生產高品質與安全的理念，他的

用心與堅持，值得您細細品嚐。

▲ 今年度獲得彰化縣紅龍果評鑑，紅肉組冠軍的果品

▲ 溪州鄉為中部地區最主要的番石榴產區，不僅生產珍珠芭樂，亦有紅心、
水晶及帝王等多種番石榴品種供消費者選擇

▲ 農科院林恒生副主任以理
論與實作方式導入

▲ 李紅曦場長為「科研與產
業的距離工作坊」開訓

▲ 陳世晉用心經營紅龍果，仔細套袋不馬虎

引導研究同仁以

農產業技術生命

週 期 與 產 業 趨

勢、商品獲利模

式等面向，從第

一線試驗研究推

廣輔導人員之實

務經驗，審思轄

區 產 業 發 展 需

求，檢視與挖掘

未來科技研發主題。本場研究人員共 53人參加，透過分組實作演

練，以換位思考並開放對話方式，檢討研發主題及內容，從回饋與

收斂形成行動方案，期使研發技術協助解決產業問題帶動產業發

展，同仁咸感獲益良多。

▲ 透過農業科技研究院林恒生副主任 (右 1)之引導實作，讓同仁從回
饋與收斂活動檢視傳統與敏捷性邏輯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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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肥管理
文圖/陳鴻堂、郭雅紋

鋅是作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一般新鮮植物體鋅含量約為 3 mg 

Kg-1，經烘乾後之植物體含量則約為 20-140 mg Kg-1。鋅在植物體的

主要功能是參與色氨酸和 IAA的合成、酶的活化劑、DNA和 RNA

的合成、碳水化合物的代謝等，但同時也是環保署列管之重金屬項

目。

農耕土壤用 0.1M鹽酸萃取之有效鋅含量若高於 1.6 mg Kg-1，

作物缺鋅的風險低，反之土壤含量高於 50 mg Kg-1之土壤，則有鋅

過量的風險。若非環境的因素，則應注意其來源並避免長期投入含

鋅較高之資材，如肥料品目 5-09禽畜糞堆肥、5-11雜項堆肥，以

▲ 本場團隊與參與人員於試驗田間合影

文圖/鄧執庸

為因應氣候變遷

的挑戰，並提供水稻

栽培模式一個新的選

擇，本場於 10月 22
日辦理「冬麥夏稻

(中間作 )試驗成果
觀摩會」，邀請各試

驗改良場所之研究人

員及中部地區稻米產

銷專區營運主體共同參與並進行意見交流。本次觀摩會由洪梅珠副場

長主持，由鄧執庸助理研究員進行計畫說明與成果報告。本計畫目標

為打破水稻兩期作之栽培模式，改為水稻單期作 (5-10月 )種植，以
提供小麥等雜糧作物更有彈性的栽培期選擇，以因應極端氣候下作物

栽培的挑戰，建構「韌性農業」生產體系。目前，試驗初步篩選出 5
個生育期較適當的種原品系，平均產量介於每公頃 3.5-9.5公噸，但
還有許多性狀條件需要改進。透過本次觀摩會讓研究人員及業者共同

參與分享彼此的觀點，使未來計畫目標與方向更明確，期提升育種工

作的進度與完整性！

文圖/張惠真

農委會為建立食農教

育推動的專業支持體系，9
月底至 11月初，由各區農
業改良場辦理 7場次食農
教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

程初階班。

本場於 10月 2-3日辦
理臺中區 108年度食農教
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程

初階班，計有來自臺中、

彰化、南投等地區農會推

廣人員、農民、家政班員

及學校老師等有志從事食

農教育宣導工作者 65人參
加。

培訓課程由農委會郭愷珶技正針對食農教育政策說明，接著

利用農委會與各改良場共同參與編製之教學教材，包括飲食與健

康、農業與環境、農業生產與安全、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飲食生

活與文化等五大議題進行講解，最後透過世界咖啡館分組討論食農

教育，激盪多元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希望透過農業界與教育

界之跨域學習，提升食農教育觀 及實務操作的交流。

夏稻冬麥輪作制度觀摩會 本場辦理 108 年食農教育宣導人員
基礎培訓課程初階班

▲ 楊嘉凌課長 (左1)及農委會郭愷珶技正 (右
1)共同主持開訓

▲ 透過世界咖啡館分組討論食農教育方式，
激發學員想法

▲ 學員結訓合照

▲ 鄧執庸助理研究員 (右 1)說明水稻中間作田間試驗
現況

降低鋅在農田土壤累積。

由於鋅不易在植

物體內移動，植株缺

乏徵狀會出現在幼嫩

新葉組織，但莖的頂

端組織不枯死；另伴

隨莖長度變短，新葉

變小、變窄、叢生、

葉色灰綠、葉脈間發

生斑黃化等。一般在

石灰質土壤或石灰及

磷肥施用過量之土

壤，植株常出現鋅缺

乏徵狀，建議可利用

葉面施肥 (硫酸鋅 )。

▲ 柑桔嚴重鋅缺乏之徵狀

▲ 石灰質土壤柑桔因缺鋅出現新葉叢生
徵狀

▲ 柑桔缺鋅之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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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任珮君

本場 10月 21日辦理「臺灣農產加工之回顧」及「臺灣農產加工的發展與
挑戰」專題演講，分別由食品工業研究所林欣榜前副主任及王素梅研究員擔任

講座。李紅曦場長致詞時表示為配合農產品加工政策之推動，近年各轄區農業

改良場成立農產加值打樣中心，輔導農民將農產品進行加工與利用，目前改良

場加工領域的研究正在起步當中，期望透過本次專題講座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所專家之交流，提升本場研發能量。林欣榜前副主任介紹過去臺灣鳳梨、洋菇

罐頭發展歷史，以及酸菜、蘿蔔乾、芒果乾與金桔蜜餞等加工案例，例如分批

添加糖可減少糖漬滲透壓變化產生的

組織收縮狀況，接著利用低溫低濕條

件進行乾燥，可獲得品質較好的芒果

乾。王素梅研究員分享因應消費者需

求目前全球農產品加工發展，發展出

潔淨標示、營養強化及體驗樂趣等趨

勢，如利用農產品本身特性及加工原

理減少食品添加物的添加，用以穩定

食品品質。會後同仁踴躍提問與講者

交流受益良多。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1月 19日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11月 22日 108年農山村園藝療育執行成果分享會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11月 29日 -12月 2日 2019南台灣生物技術展 -農業生技主題館 高雄展覽館
12月 5日 -12月 8日 2019台灣醫療科技展 臺北南港展覽館 2館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活動
快訊

108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 彰化縣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 19 班

文圖/吳建銘、林靈、田尾鄉農會

「千變萬化，田尾常

綠急先鋒」，彰化縣田尾

鄉花卉產銷班第 19班為田
尾鄉常綠先鋒班，班因應

花卉產業變化調整主力品

項，由原先以菊花外銷為

主，逐漸導向染色菊、大

理花、多肉植物產銷等，

保持班的競爭力與獲利，

班 年 產 值 約 3 億 520 萬
5,500元，共同運銷產值約 1億 2,269萬 9,000元，外銷產值約 3,581
萬 5,000元。「尋花賣肉，捨我其誰班」，班組織運作佳，生產能力
強，多個品項市佔高，其中初雪草產量佔全國 99%以上、大理花產
量佔全國 70%以上、菊花苗產量佔全國 20%以上、非洲菊苗產量佔
全國 25%以上、仙人掌多肉植物產量佔全國 10%以上。「技術紮實，
穩健生產班」，班生產技術優良，開發多項技術，降低成本與提升效

率，包含改良康乃馨保鮮管抽真空機、精確掌握染色菊花溶劑溫度及

劑量、建立無毒健康菊花種苗體系、創新開發康乃馨保存技術、創新

康乃馨阡插技術、開發初雪草栽培技術、首創有益微生物使用於康乃

馨栽培、開發非洲菊組織培養技術等，實在改善產業生產問題，也因

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 19班於產業的傑出績效，於 108年榮獲全國十
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實至名歸。

▲ 產銷班因應市場調整品項，年產值逐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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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變萬化，田尾常綠急先鋒」-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 19班

臺灣農產加工專題講座
強化本場加工研發能量

推廣課新進職員
杜易倉  助理研究員
學    歷： 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

研究所

經    歷：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工作職掌：農業推廣、農民暨消費者服務、資訊管理

到 職 日：108年 10月 14日
電    話：04-8523101#432

▲ 產銷班多樣產品，為初雪草、大理花等花卉
主要供應來源

▲ 食工所王素梅研究員
分享「臺灣農產加工
的發展與挑戰」經驗

▲ 食工所林欣榜前副主
任分享「臺灣農產加
工之回顧」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