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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新任李紅曦場長交接暨宣誓典禮

洋桔梗盆花替代性介質開發

「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循序漸進提升從農軟實力

嫁接技術在絲瓜栽培的應用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新任李紅曦場長交接暨宣誓典禮

薏苡新品種「台中 5 號」栽培成果示範

文 /賴小娟、圖 /蔡本原

6月 4日本場舉辦「代理、新任場長交接暨宣誓典禮」，由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駿季擔任監交人。新任李紅曦場長資歷完

整，具實務經驗與溝通協調能力，行政歷練豐富，對於研發及服務農

民，甚獲長官倚重及農民信賴，於茶業改良場農民服務及輔導茶農提

升產製銷技術有目共睹，深獲各界好評。李場長期許本場全體員工發

揮團隊合作，共同為農業研究及推廣服務克盡職責，配合農業政策推

動，有效增進民眾對政府施政的認同與支持。

活動最後，監交人、代理、新任場長及與會貴賓合影留念，交

接暨宣誓典禮在溫馨、隆重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號大 12%)，有利脫殼且能提高薏仁完整粒的比率，同時兼具能保持

高產等特性。試區經調查，株高平均 157公分，分蘗數為 7.5支，每

公頃平均產量可達 4,000公斤，較大雅地區往年紀錄的 2,800公斤，

高出 40%，相信薏苡台中 5號將深受大雅區農友喜愛。大雅區農會

已於本 (108)年度取得本品種的技術移轉授權，將逐年取代舊有品種

並推廣。

薏苡脫殼後的籽實稱為薏仁，近年來逐漸受消費者喜愛，國人

食用薏仁的數量逐年提升，國產薏苡年產量僅達進口量 10%，因此

提高國內栽培面積以增加薏仁產量，為目前政府推廣雜糧產業重要目

標。大雅區農會配合政策生產薏苡，除推廣地方特產帶動地區農業經

濟，更提供消費者優質國產薏仁享用。

文圖/廖宜倫、陳蓓真

本場於 6月 6日假台中市大雅區張朝棟農友示範田，舉開『薏

苡新品種「台中 5號」栽培成果示範觀摩會』，由本場李紅曦場長與

大雅區農會林國永總幹事共同主持，介紹薏苡新品種「台中 5號」的

栽培特性，共有 150名農民參加，現場熱烈討論。

本場廖宜倫副研究員表示，薏苡台中 5號的株高較矮 (較台中 3

號矮 10%)，適合機械收穫，可解決目前台中 3號植株過高不利雜糧

聯合收穫機收穫之問題；此外，其籽實較大且較圓 (籽實重較台中 3

▲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任委員 (左 8)、李紅曦場長 (左 7)、洪梅珠副場長 (左 9)及與
會貴賓合影

▲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任委員 (右 8)、李紅曦場長 (左 8)、洪梅珠副場長 (右 7)和本
場同仁合影

 本場洪梅珠代理場長 (左 )、新任
李紅曦場長 (右 )在陳駿季副主任
委員 (中 )的監交下交接印信

▲ 李紅曦場長進行宣誓

▲ 李紅曦場長 (左 2)向農友介紹薏苡新品種台中 5號之特性

▲ 薏苡台中 5號籽實大且圓潤▲ 廖宜倫副研究員 (著綠色背心 )介紹薏苡栽
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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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桔梗盆花替代性介質開發 花胡瓜生產標竿達人 -林有信

淺談農業與優養化
文圖 /吳以健

所謂優養化，是指河川、溪流、湖泊甚至海洋等水體，因大量

植物生長營養素 (常為含氮或含磷化合物 )的增加，導致藻類得以

旺盛增殖，大量且快速覆蓋水面，阻隔陽光的穿透，使水中其他植

物無法行光合作用，氧氣釋放受到抑制；另一方面，這龐大的藻類

在死亡後，遺體分解會消耗大量溶氧。因此，發生優養化的水體，

文圖/蔡宛育、陳建銘、詹庭筑

洋桔梗為龍膽科草本花

卉，學名為 Eustoma grandiflorum 

Shinn.， 英 文 名 是 Eustoma、

Lisianthus或 Texas Bluebell。中文

別名又稱為土耳其桔梗、德州藍

鈴及麗缽花。原生於美國中南部

內布拉斯加至德州，多為富含石

灰岩的草原地帶。

除了切花商品外，另有盆花

形式之商品銷售於國內花卉市場。

目前盆栽洋桔梗栽培介質多採用

泥炭土，其成本較高且資源有限，

故本場針對盆栽洋桔梗栽培之替

代泥炭介質與其調製比例對盆栽

洋桔梗栽培進行試驗，以減少泥

炭土使用。洋桔梗替代性介質必

須考慮到保水性、排水性、物理

性、穩定性及不含有害物質，利

用碳化稻殼、椰纖或花生殼等配

合泥炭土，以不同比例調製進行

栽培試驗，結果顯示以全椰纖、

50%椰纖混合 50%泥炭土、50%

碳化稻殼混合 50%泥碳土及 25%

花生殼混合泥碳土 75%，所栽培

的盆花洋桔梗‘羅西娜紫’植株

生長在花徑。第 1朵及第 2朵花

觀賞日數均優於其它介質組合，

可作為盆栽洋桔梗栽培之替代介

質參考使用。

文圖/林靈、吳建銘

林有信先生原本是一位對

農業相當陌生的起重機司機，

因想回鄉陪伴父母的孝心返鄉

從農種植蔬菜，一開始因為栽

培管理技術不足，病蟲害相當

嚴重，導致產量不穩定，為了

能種出優質蔬菜，林有信積極

學習，到本場學習花胡瓜周年

生產栽培技術，以品種混植方式提高產量；為能提供消費

者安全安心的農產品，配合政策搭設網室降低天然災害與

病蟲害威脅，妥善運用本場微生物製劑減少農藥使用量。

他推廣永續安全農業不遺餘力，以自身為典範，創立「三

豊農場」品牌，強調產品安全、農藥殘留零檢出，鼓勵班

員申請產銷履歷驗證，推廣「安全、健康、永續」生產；

為吸引更多在地青年返鄉從農，擔任彰化青農聯誼會溪州

分會長，集結在地青農共選共銷，增加市場競爭力，以客

製化分級包裝拓展行銷通路，目前產品已成功行銷至大潤

發、全聯等生鮮超市。林有信的從農之路剛開始雖有些顛

簸，但他認真學習、

吸收新知，推己及人

將好的政策與方法推

廣給青農，帶領溪州

青農不斷向前邁進，

誰說農夫無法百萬年

薪，林有信先生便是

轉行農業成功的最佳

模範 !

▲ 林有信開心採收花胡瓜

▲ 優養化造成的旺盛藻類，除影響水田生態外，同時對稻
株將有多重傷害

▲ 合理化施肥與灌排水的配套措施是預防農業優養化的最
重要方式

▲  混合不同比例介質

▲  參試介質

▲ 不同介質洋桔梗‘羅西娜紫’盆花生長情形

▲ 洋桔梗盆花利用

其中水生生物常因缺氧而死亡，死亡後遺體分解則持續耗盡水體氧氣，

惡性循環造成生態上的巨大傷害。

化學肥料是近代農業躍進的功臣之一，然而肥料三要素之中的氮

與磷正是優養化的元凶。作物栽培時若過量施肥，作物未吸收的氮肥

與磷肥，將提高優養化的風險，尤以水田栽培的水稻最為明顯。這些

過量肥料導致的藻類孳生，除損害水田生態

之外，藻類可能覆蓋稻苗，使稻苗缺乏空氣、

陽光、生長空間而死亡；再者，水中溶氧降

低，使溫室氣體的甲烷排放增加，間接加劇

全球暖化；此外，無氧狀態的田水，加上臺

灣高溫的環境，水稻更易發生俗稱的「窒息

病」，危害水稻生產。因此，肥料雖然帶來

產量的提高，同時亦伴隨著生態上的風險，

施肥時應把握「適時適量」的原則，並配合

灌排水管理，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方可兼顧

生產與環保，達到永續的目標。

▲ 林有信先生創立「三豊農
場」品牌，強調產品安全、
農藥殘留零檢出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六月【238 期】 推廣活動 - 第 3 版 -

臺中區家政推廣人員
專業訓練圓滿完成

「外籍移工外展農務服務」
說明會，產官齊聚討論交流

文圖/張惠真

為增進家政推廣人員專業

知識及工作連繫，本場於 5月

16日舉辦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

練，本次活動有農漁會家政督

導、指導員及家政班幹部共 107

人參加。

上午由洪梅珠副場長主持

開訓，說明訓練目的並表達歡迎

之意，接著由本場陳葦玲副研

究員講授「在地農產與營養保

健」，由抗氧化物質及植化素介

紹國產蔬果在營養保健之重要

性，下午「淺談園藝治療」課程

由楊宏瑛課長說明園藝治療活動

規劃及如何佈建農業療育場域與

活動設計，並由本場陳蓓真助理

研究員、王念慈助理研究員講解與示範「視覺饗宴 -香氛蠟磚的製作」

及「嗅覺覺醒 -嗅覺體驗與香膏DIY」課程，提及針對不同目標對象，

於規劃園藝治療課程時，需先設定目的，操作的方式要符合對象之年

齡與需求，接著讓參加人員可透過親自參與及與會者之之間的互動，

達到預期成效，課程在快樂的學習中圓滿完成。

文圖/曾康綺

為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需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6年起推

動辦理農業人力團、假日農夫團、啟動農業人力區域調度機制並建立

農業人力資源平臺，推動產業自動化、機械化等，基於補充性原則勞

動部同意試辦開放外籍移工從事農務外展工作，根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審核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書作業要點」，係由有意願成為外展機構

之農會、漁會、農林漁牧合作社或非營利組織擔任雇主，檢附試辦計

畫書向農委會提出申請，經由農委會代表、地方政府代表及專家等審

查小組進行後續資格審查核定，取得外展農務核定函後，向勞動部申

請核發初次招募許可。 

為了讓有意願申請本業務之相關機構單位充分瞭解外籍移工外

展農務機構申請程序與操作細節，釐清引進移工後外展機構應辦理之

工作內容，俾利於後續推動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於 5月 15日假本場

召開「外籍移工外展農務服務」說明會，由蕭秘書政弘致詞，農委會

黃淑蕙技正進行政策說明，勞動部勞動發展署鄭慧伶視察講述外展農

務外籍移工之聘僱與管理事項。本會議邀請臺中市、彰化縣、南投

縣、鄉鎮市區農會辦理此業務相關人員，以及轄內農林漁牧合作社、

非營利組織等，共 180人出席，進行綜合 Q&A座談時，現場發言踴

躍，與會者各就申請條件資格與後續實務作業疑義等議題，進行交流

討論。

「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循序漸進提升從農軟實力

文圖/陳世芳

本場於5月13日至5月24日辦理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課程，洪梅珠副場長主持開訓，

勉勵參加過農民學院入門班或從事農業一年以上，欲投入蔬菜產業的學員，藉由本課程，

可讓自己學習到茄果類、豆菜類、葉菜類、瓜果類等不同類別蔬果栽培習性，從而選擇適

合現有栽培環境之蔬菜品項發展。此次課程目標以培育學員基本蔬菜栽培管理、肥料特性

及施用技術、農機具操作保養、病蟲害防治、採收後處理及簡易加工、生產成本分析等能

力，系統化配置共同課程、主題課程與田間實務操作，並實地參訪博華育苗場、竹塘鄉蔡

宜修先生露地蔬菜栽培農場、全聯合作社、埔心鄉張文俊先生露地栽培茄子產銷、小瓢蟲

有機蔬菜農場及優

恩蜜農場等產銷業

者，從實務與理論

印證，讓學員彼此

互相交流學習，為

學員找到志同道合

的伙伴與良師益友，

提升從農軟實力。

▲ 水耕蔬菜栽培實作課程

▲ 本場蔬菜研究室同仁指導學員茄子整蔓疏果 ▲ 洪梅珠副場長 (右 5)與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學員全體合照

▲ 學員手持獨一且專屬的香氛蠟磚成品，歡喜合照

▲ 楊宏瑛課長講授「淺談園藝治療」

▲ 陳葦玲副研究員講授「在地農產與營養
保健」

▲ 與會人員提出申請計畫相關問題、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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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技術在絲瓜栽培的應用
文圖 /王照仁、蘇俊峰、林益昇

嫁接 (grafting)乃是將兩個或以上的獨立植株個體，

分別切取其部分的組織並將其組合，待癒合後使不同植株

之維管束相互連結，而成為一獨立且具正常功能之植株

個體，即為嫁接株。該組合作為地下部組織者稱之為根

砧 (rootstock)，而地上部組織者則稱為接穗 (scion)。嫁接

的癒合過程可分為 5個階段：一、接穗與根砧破裂的細

胞先崩潰並形成一層壞疽層；二、接穗與根砧的活細胞增

生，代替壞疽層；三、接穗與根砧間的嫁接強度因物理凝聚力而增

強，細胞壁分泌的高基氏體分裂片亦能增強凝聚力；四、薄壁細胞

分化成新的維管束形成層；五、由新的形成層形成次生木質部與次

生韌皮部，並在接穗與根砧間形成連結。嫁接之後的接穗會受到根

砧之影響，對其生長、開花與結果有不同程度的改變，此現象稱之

為 "根砧效應 "，而良好的根砧可以幫助接穗吸收水分與營養，並

提供植物荷爾蒙與病害防治，增加產品產量與提高品質。目前已發

展的瓜類嫁接方法有以下 4種，分別為頂劈嫁接法 (cleft grafting)、

1：1頂劈嫁接法 (1:1cleft grafting)、割裂靠接法 (cleft inarching)及

割裂根靠接法 (cleft root 

inarching)(圖 1)。

一般而言，土壤傳播

性病害如尖鐮胞萎凋病

菌 (Fusarium oxysporum)

具極高之寄主專一性或

偏好性，以絲瓜萎凋病

菌 ( F. oxysporum f. sp. 

luffae)為例，早年研究報

告指出，絲瓜萎凋病在

▲ 圖 3. 田間利用嫁接抗 /耐病絲瓜根砧防治絲瓜
萎凋病，嫁接成功後必須將罹病母株莖部切斷
(手持處 )，避免病原菌隨後侵入感染

「白絲瓜」品種上發生嚴重。植株於

罹病初期僅有 1-2 條主根或部分支根

出現維管束褐化的現象，隨後逐漸向

莖部擴展，終至莖蔓表現半側褐化的

外部「蔓割」病徵 (圖 2)，該病害目

前仍無推薦的化學藥劑。臺灣的絲瓜

萎凋病菌已有生理小種的分化，絲瓜

品種間或許有抵抗萎凋病的品種，目

前絲瓜栽培產區如魚池地區的農民，

已普遍接受以割 根靠接法種植絲瓜

來防治該地區之絲瓜萎凋病。當地農

民從臺灣各地自 收集可能的抗 /耐病

絲瓜品種，將 同品種同時種植於田

間，作為割 根靠接的絲瓜砧。以至

於田間甚至出現一棵絲瓜有 4個根系，其中 3個是割 根靠接的根

砧，一旦某些根系開始發生絲瓜萎凋病， 即割斷該根系 (圖 3)。

此種栽培模式，使當地農民可收穫高品質與高產 的絲瓜，顯示透

過嫁接技術確實可做為目前防治尖鐮胞菌引起之作物萎凋病的一種

手段。

▲ 圖 1.瓜類作物常用的嫁接法：(A) 頂劈接；(B) 1：1頂劈接；
(C) 割裂靠接；和 (D) 割裂根靠接 (圖 /蘇俊峰 )

▲ 圖 2.絲瓜萎凋病於田間會造成：
(A)植株莖部褐化、半側萎凋及
葉片黃化等病徵；(B)發病末期
可至莖蔓表現半側褐化並產生
「蔓割」病徵 (圖 /林益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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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06月 18日 -06月 19日 農業推廣人員農產行銷培訓課程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06月 25日 農會推廣人員教育訓練 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06月 27日 彰化縣永靖鄉農業技術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永靖鄉農會

07月 10日 -07月 12日 農民學院農產品加工班 (一 )蔬果醃漬 本場農業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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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