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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亞洲生技大展 - 農業科技館盛大開幕」

「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帶學員進入園藝療育領域 加值農場經營」

鴨蛋界的「鮮」行者 - 吳鴻基

荔枝龍眼園採後管理 - 為明年的豐收做準備 ! 

「2019 亞洲生技大展 - 農業科技館」盛大開幕

紫錐菊新品種台中 1 號

於連續性採收

作物，降低農

藥殘留之疑慮；

此外產製的矽

藻土合劑所含

的養分，可提

供植物生長所

需，使植株生

長健壯，增強

抗高低溫逆境

能力，進而提

升產量與品質；相關技術操作簡便，將成為健康安全農業與有機友

善栽培農友病害防治的新利器。現場陳俊位分場長詳細向觀展廠商

與民眾解說，期藉由本次大型國際展覽將臺灣農業研發成果之優質

技術推向國際市場。

文圖 /王念慈、陳世芳

「2019亞洲生技大展」於 7月 25日至 7月 28日在臺北南港
展覽館展出，其中農委會主辦之農業科技館以「跨界新實力、農業

躍新機」為主軸，規劃農業基因體與動植物新品種、動植物健康管

理、再生循環資材利用及產業成果專區共 4大主題，展出近年具創
新性商品化或產業化潛力的研發成果。本場此次由李紅曦場長領隊

展出之「新型矽藻土液肥在瓜類作物白粉病之防治」技術，係利用

複合式微生物發酵系統產製新型矽藻土合劑，可防治種苗、土壤及

葉部傳播性病害，對瓜類白粉病防治的效果可達 95%以上，另可用

文圖/陳鐶斌、林炫如、劉宗華

紫錐花又名紫錐菊、松果菊，英文名稱為 Purple coneflower，學
名為 Echinacea purple，原產地在溫帶地區，是歐美和北美洲最暢銷的
保健作物之一。本場於 89年起經由臺加合作計畫，進行一系列適應
性試作及成分分析等工作，試驗中發現市面上流通的商業品種具有不

耐熱及生育期長之特性，大部分種植在秋冬季節。因此，本場於 101-
107年進行耐熱性基礎族群評估，經由外表型輪迴選拔、多年期田間
適應性種植及成分分析工作，選育新品系 103F號並於 108年 7月，
經本場審議通過命名為紫錐菊‘台中 1號’。

▲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中 )肯定本場展出之新型矽藻土液肥
防治瓜類白粉病及促進荔枝生長結果與抗逆境之效果，
並期許加強推廣運用

▲ 紫錐菊‘台中 1號’(左 )幼苗期與商業流通品種 (右 )比較，具生育強勢及整齊
度佳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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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21日 - 08月 23日 農民學院小型農機具維修保養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08月 22日 南投縣草屯鎮農業技術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草屯鎮農會

08月 29日 臺中區田媽媽在地食材應用與衛生管理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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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俊位分場長 (右 1)向參觀者介紹新型
矽藻土液肥優異的病害防治效果

▲ 新型矽藻土液肥原料、製劑與處理後
成果展示

歷經多年田間選育

及產量試驗顯示，紫錐

菊‘台中 1號’具有：
(1)花瓣、花徑均大於市
售品種且具產量佳之特

性；(2)生長勢表現較市
售品種佳且株高較高，

說明新品種生長穩定性

及適應性較佳；(3)選育
期間在春末至夏季之環

境下，可於夏季高溫環

境下生長，且較現有流

通之商業品種為佳；(4)
株型屬於直立型且具花

部產量高，除適合花茶

業者開發產品外，亦適

用於盆花栽培。目前本場正在辦理相關品種技術轉移公告程序，歡迎

有意願之生技廠商及種苗業者參訪。

▲ 紫錐菊‘台中 1號’於彰化大村夏季盛開情形

▲ 紫錐菊‘台中1號’(右 )開花期整齊度、花莖數、
開花數量及生長勢等特性皆較商業品種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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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農業技術講習
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文圖/吳建銘

新社區是優質葡萄的

生產地之一，為精進農友

栽培管理技術，本場於 7
月 30日假新社區農會辦理
「臺中市新社區農業技術

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由李紅曦場長與新社區農

會羅文正總幹事共同主持。

李場長致詞時表示，新社區葡萄在本場的技術輔導與農會的協

助下，品質優良並打進連鎖通路，成為優質葡萄的代名詞，除藉由本

次講習會再次提升農友技術外，並希望透過會議讓農友了解當前重要

農業施政。

講習課程由葉文彬副研究員講解遮雨設施於葡萄栽培之應用，

陳俊位分場長細說農業循環物質在葡萄復育與產量品質提升上之應

用，政策說明則由于逸知助理研究員介紹荔枝椿象之蟲害管理與雜草

綜合防治技術，吳建銘助理研究員說明實耕農認定，防檢局臺中分局

宣導非洲豬瘟防疫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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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李紅曦場長 (左 )、新社區農會羅文正總幹
事共同主持會議

▲ 現場農友仔細聆聽並與研究人員進行討論

「農產品加工餅乾冰品班」讓農產品變身清涼冰品
文圖/陳世芳

繼開辦蔬果醃漬加工班之後，為培訓學員製作多樣化農產加工

品，本場 7月 24日至 7月 26日辦理農產品加工－餅乾冰品班。洪梅

珠副場長主持開訓時表示，農委會瞭解小農投入農產品簡易加工不

易，特別於本場、高雄區、臺南區、臺東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及農

業試驗所設立農產加值打樣中心，並於中部設立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

心，如有需要可以就近諮詢；並歡迎學員於此次訓練課程相聚結緣，

認識講師與學員，互相交流豐富知識，使農產品加工技術成長。

▲ 大家開心展現製作成品收穫滿滿

此次訓練課程安

排本場、東海大學食

品科學系、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

學系、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學系、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與義美食品公司前廠

長擔任講師，分別講授農產品加工技術概論、食品基礎衛生安全知識

與食安自主管理、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規劃與管理實務、食品包裝特性

與選擇、食品添加物的功能性與安全性，並教導學員實作簡易水果霜

淇淋、水果冰棒、義大利脆餅、果乾巧克力磚，經由課程讓學員瞭解

加工與食品安全管理環節，選擇適合餅乾冰品加工之農產品，做好投

入之規劃與準備，提升加工產品穩定度。

▲ 修平科技大學陳春容助理教授 (左 1)指導學員製
作義大利脆餅

芽孢桿菌防治胡瓜白粉病之成效

文圖/郭建志

胡瓜白粉病是由病原

真 菌 Sphaerotheca fusca

感染所致，屬於絕對寄生

菌，此病原菌可在病斑上

產生成串的分生孢子，藉

由風力傳播，在乾燥及光

線不足的環境下，為害更

為嚴重，特別是設施栽培

的花胡瓜，全年均受到白粉病持續侵擾。本病害最適發病溫度為

21-25℃，病原菌以子囊殼在罹病殘株存活，在低濕度環境下，其
分生孢子於 2小時內即可發芽，3-4天後可再產生分生孢子，因此
病害發生迅速，造成防治不易。發病初期於植株下位葉的葉表及葉

背開始出現零星白色粉狀病斑，由此病害蔓延的速度很快，粉狀物

可迅速覆蓋整個葉片，影響葉片光合作用；若未能有效進行防治，

約 2週後全株枯萎死亡，嚴重影響產量，而且白粉病原菌容易對化
學藥劑產生抗藥性，對於後續田間管理更添加困難。

本場研發的「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43」，具有廣泛的抑菌能
力與多種分解酵素活性，並可抑制白粉病菌之孢子發芽。經過多場

次的田間試驗，於白粉病發病初期，利用 Tcb43水懸劑稀釋 200倍
開始進行葉面噴施處理，連續施用 5-6次，對胡瓜白粉病具有優異
的防治效果，防治率可達 60%以上。此外，應用 Tcb43菌株搭配
其他植物保護

資材，未來可

融入胡瓜之慣

行、有機及友

善栽培管理中，

有助於降低病

害發生，可提

供給栽培農友

參考。 ▲ 應用 Tcb43微生物製劑防治胡瓜白粉病之結果 (右 )，與
對照組 (左 )相比，可降低白粉病之發生

▲ 胡瓜白粉病發生嚴重時，病原菌如白色粉覆
蓋在胡瓜葉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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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以園藝療育加值農場經營

文圖 /陳蓓真、游涴淨

為將園藝療育理念、操作及評估方式帶給農民，俾依據農場各

自資源、人力、經營理念等，規劃未來經營模式與設置療癒花園，

本場特於 7月 30日、8月 6日、8月 13日、8月 20日及 8月 27日

辦理為期 5天之「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蕭政弘秘書主持開

訓時表示，本次課程設計採連續 5週每週上課 1天的模式進行，希

望學員透過專題與實作演練，在餘裕時間下思考如何將農場資源應

用於園藝療育，並針對不同需求者規劃療癒景觀或活動模式，讓自

家農場經營導入園藝療育元素。

培訓班邀集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張育森教授講授健康園藝

的理念與作法、張俊彥教授講授園藝療育規劃與設計原則、中興大

學園藝學系林慧玲教授講授花藝設計於園藝活動應用、宏國德霖科

技大學園藝系廖曼利

教授講授園藝治療評

估與案例討論、大願

文教基金會黃慧玲老

師講授園藝治療的心

理學基礎及實作、綠

色療癒力學院沈瑞琳

院長講授園藝療育活

動陪伴技巧入門等。

期經由課程讓學員學習園藝療育理論基礎、景觀設計元素、評估方

式、活動技巧等，做好投入園藝療育工作之規劃與準備。

鴨蛋界的「鮮」行者 - 吳鴻基 薏仁機械脫殼應用現況 ( 一 )

文圖/林靈、吳建銘

吳鴻基先生原先在台

北從事五金加工行業，多

年前由於父母年紀漸長，

毅然放下百萬年薪工作，

返鄉照顧父母。吳鴻基先

生的從農之路並非一路順

遂，由於不諳蛋鴨習性，

剛開始的 2年繳了不少學
費，但他並未放棄，反而更加努力的學習，請教同業先進，並憑藉自

身機械專長，陸續研發懸吊滾輪與集蛋箱等系統來優化工作環境，減

少職業傷害並增加輸送效率。為提高生產效率，以可動式帆布遮蓋禽

舍屋頂保持通風、降低濕度，以高床飼養減少糞便沾黏、避免地面潮

濕，以噴霧降溫系統降低禽舍溫度，減少蛋鴨熱緊迫。為降低禽流感

發生率，導入標準非開放式禽舍，將禽舍分隔成戲水、休憩及產蛋區，

讓鴨隻展現自然行為，營造友善飼養環境。

吳鴻基先生致力翻轉消費者對鴨蛋印象，與中興大學產學合作，

於飼糧中添加益生菌，改善傳統鴨蛋的腥味並提升鴨蛋品質。目前已

開發鴨蛋糕、鴨蛋茶碗蒸、鴨蛋烤布蕾、鴨鐵蛋等產品，並以「福華

牧場」作為註冊商標創立自有品牌，開拓生鮮鴨蛋銷售通路。

吳鴻基先生除積極投入蛋鴨事業外，更擔任彰化縣水禽協會理

事長，推動標準非開放式禽舍之飼養模式，不藏私的傳授蛋鴨飼養管

理知識與經驗，擴增蛋鴨場，提供轄下青農就業機會，成為蛋鴨事業

的典範，累積豐沛實力在 108年榮獲第 31屆全國模範農民的殊榮。

文圖/張金元、田雲生

薏仁是國人相當喜愛的糧

食之一，可煮粥、甜品食用，

亦可作為化妝水、洗面乳等產

品，需求量逐年提升。惟國產

薏仁年產量 571公噸，僅為進
口量的 10%，為提高栽培面積
進而增加產量，藉由育種、機

械引進應用及本土機械開發等

多方推展策略，是目前雜糧產

業推廣的重要目標。

因國內薏仁多採用差速

滾輪式脫殼，尚無專用效率高

之機種，因此由日本引進大竹

牌薏仁專用機應用，廠牌機型

OTAKE SYH15R，其採用大離心轉盤，將薏仁高速衝擊及離心拋出
撞擊達到脫殼的效果，殼、粉由風鼓排出機外，混雜之脫粒、未脫粒、

碎粒再經由雙層專用的篩選鋁板，藉由比重法原理分層篩選，其中未

脫粒可由提升機回流，重複脫殼以提高效率，產能 200-350 kg/hr。脫
殼率與薏仁品質有關，如含水率不宜太低，易造成胴裂增加碎粒，而

較成熟、粒徑大、充實飽滿的薏仁的脫殼效果較佳，且粒徑分級可提

高脫殼及比重分層效率，進而提高作業速度，脫殼成效約可收穫 50%
薏仁粒、35%殼及 15%碎粒。

▲ 蕭政弘秘書 (中 )、臺大園藝暨景觀學系張育森教授 (左 5)與「園藝療育輔導人
員培訓班」學員合照

▲ 吳鴻基先生 (右 )榮獲第 31屆全國模範農民殊榮

▲ 臺大園藝暨景觀學系張育森教授 (右 4)利用植物旺
盛的生命力及根葉花果等特徵，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引導學員學習導覽與解說技巧

▲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林慧玲教授 (中 )，
指導學員製作飛舞的緞帶花

▲ 學員實作玫瑰胸花

▲ 日 本 大 竹 牌 薏 仁 專 用 機 OTAKE 
SYH15R

▲ 機械脫殼之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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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龍眼園採後管理 -
為明年的豐收做準備 !

芒果台中 1 號整枝與修剪作業

文圖/于逸知

今年荔枝與龍眼的採收期已近結

束，但由於氣候影響，大多果農的收

成並不理想。由於收穫欠佳，也影響

了部分農友管理果園的意願，造成園

內環境雜亂，孳生病蟲害，如荔枝椿

象、荔枝細蛾、荔枝癭蚋等。這些隱

藏的問題，農友可能暫時不會有感覺，

但絕對會影響到隔年的收成，造成經

濟損失。本場在此呼籲荔枝、龍眼果

農，應及早整理園區，避免病蟲害孳

生，以為明年的生產做準備。

此階段，首先尤重園內枝條修剪

與樹型的管理。過密的枝條與葉片，

會造成病蟲害藏匿；過高的果樹不但會影響防治作業的進行，亦會造

成採收時的危險。因此建議農友應盡早修剪園區果樹，改善通風、調

整樹型，不但可降低病蟲害發生機率，亦可穩定隔年結果枝生長。若

要矮化，建議分階段、逐行，避免影響收成。

此外，田間環境衛生管理與病蟲害防治也很重要，應適度清理地

面的殘枝敗葉與雜草，避免病蟲害於園內反覆孳生。由於荔枝椿象近

年危害嚴重，為保障後續田間操作的安全，以及避免蟲害影響收成，

建議此時至年底，應依園區蟲害發生情形與管理狀況，加強蟲害化學

防治 1-3次，避免累積過多害蟲，造成隔年管理的困難。使用農藥管
理時，請務必參照植物保護資訊系統的推薦用藥，避免違規。

文圖 /陳盟松

芒果‘台

中 1 號 ’ 於
7-8月產期結
束後，經過短

暫休養使樹勢

恢復，應儘早

進行樹型調整

與枝梢修剪作

業。已進入量產階段且樹冠面積不再擴大的植株，依枝梢疏密程度

剪除 1-2段梢，且剪除位置應位於葉片簇生部位後方，可避免爾後
萌生過多新芽，而增加疏芽工作。若主枝背部出現直立生長的強壯

枝條，應予以短截或鋸除，避免樹型受干擾而變形。1-5年內的新
植植株，由於仍處於樹型建構及結果枝培育階段，修剪以輕剪為

主，並利用竹竿等資材，協助主枝及亞主枝定型與角度調整，建議

主枝與地面角度應呈 60度，避免過於水平，以降低果實垂觸地面
的機會。

枝梢修剪後約 2週左右即開始萌生新芽，為避免因萌生過多新
芽，導致樹冠過密，此時應進行疏芽作業，視樹冠密集程度留存合

適新芽數，單一枝條以留 1-3芽為原則。修剪作業完成後，參考作
物施肥手冊推薦的合理基肥施用量及足量有機質肥料，以穴施或溝

施方法混合埋入土層中，並配合灌溉加速新梢生長。在新梢生長期

間須進行炭疽病及芒果螟蛾等病蟲害防治作業，保護新生枝梢，以

利冬季成熟頂梢的花芽分化進行。

▲ 目前果園內荔枝椿象若蟲皆藏
匿於頂芽取食，應適時修剪樹
型並進行防治，以免影響明年
果園生產

▲ 荔枝癭蚋在環境管理不善的果
園容易嚴重危害

▲ 芒果完成枝梢修剪，重新培養結果枝，以利隔年開花

108 年度三蜜香優質金蜜芒果評鑑活動
文圖/徐錦木

本場協助彰化縣埔心鄉農會於 7月 19日假該會辦理「108年度
三蜜香優質金蜜芒果評鑑活動」，共有 43組果品參與競賽。評審
委員由彰化縣政府和本場的專家學者擔任，評分標準為果形及大小

10%、色澤 10%、外觀 15%、果肉特性 10%、風味 20%、重量 15%
及糖度 20%。經過各項評分總合結果，評鑑第一名為凃麗美，第二
名為羅福村及姚江絨，第三名為徐榮中、劉坤一及林有利，優勝為

吳洪巧容、李文男、陳騰焮及阮玉貞。

金蜜芒果為埔心鄉名產三蜜之一，果實香氣濃郁、色澤佳、糖

度高，包裝好看又大方，在果品市場極具吸引力。再加上農政單位

推行產銷履歷等認證，為產品安全做不同程度把關，確保可以安心

食用，有利於農產品行銷。經由評鑑結果的優質農產品，提供消費

大眾選擇依據。且在評比過程中，農友彼

此觀摩交流，有助於栽培管理及採後包

裝處理技術提升，讓整個產業更加進步。 ▲ 本年度評鑑冠軍得主，凃
麗美小姐之優質金蜜芒果

 本場 8月 19日舉辦楊嘉
凌研究員兼課長宣誓典

禮，恭賀楊嘉凌課長就

任農業推廣課課長

▲

▲ 評鑑團確認評分標準

本場楊宏瑛課長 (右 )
榮陞農糧署中區分署分

署長，8月 7日由農糧
署蘇茂祥副署長 (中 )
監交卸任與新任分署長

交接儀式 (圖 /黃冠富
提供 )

▲

楊嘉凌課長升任研究員
兼推廣課課長

恭
賀

楊宏瑛課長榮陞
農糧署中區分署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