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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農民 - 農民福利與年金制度座談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場次

「推動穀物產業合作～ 2019 穀物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暨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年會」

本場辦理臺中區田媽媽在地食材應用與衛生管理研習

紅龍果濕腐病的發生與防治

「照顧農民 - 農民福利與年金制度座談會」

-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場次

芋苗輕鬆種 -

臺灣第一臺「芋用」專機登場 成果發表記者會紀實

委及彰化縣政府、農糧署等與會單位人員也都逐一回復，從第一線

務實與即時解決農民問題，充分達到本次座談會舉辦的目的。

文圖 /吳建銘、林靈

為利農民瞭解政府照顧農民的福利政策與

解決農民問題，本場於 9月 3日辦理「照顧農

民 -農民福利與年金制度座談會」，與會農友及

相關產業代表共 358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

吉仲主任委員致詞時表示，本次會議主要目的

是讓農民了解當前重要的農民福利等農業施政，

並透過座談會雙向互動彙集意見，作為政策推

行的參考。接著陳主委親自以「臺灣農業的貢

獻、問題及解方」為題，介紹農民職災保險、

農作物保險、直接補助購買小型農機、推動農產品初級加工管理等

嘉惠農民施政，隨後綜合座談聽取農友所提出農業相關問題，陳主

文/田雲生 圖 /蔡本原

本場於 8月 22日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開

「芋苗輕鬆種－臺灣第

一臺『芋用』專機登場」

記者會，由李紅曦場長

主持，介紹我國芋頭產

業現況與「附掛雙行式

芋苗種植機」研發成果，

同時邀請該種植機試驗

農友 (大甲區蔬菜產銷班第 12班紀文雄班長 )於現場分享經驗與現
身說法，令人耳目一新！

芋頭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鮮食、加工皆適宜，其芋苗種植

( 每年 11 月至
隔年 3月 )傳統
方式是芋農拖

著秧船於泥濘

地行走，俯身

彎腰以人工逐

株種植，天寒、

地濕、倍極辛

勞！臺中農改

場為減輕芋農

▲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中 )主持座談會並回復農友問題 (左
為農委會輔導處范美玲處長、右為本場李紅曦場長 )

▲ 綜合座談現場針對農友提出之問題逐一答復

種植負擔，參酌國內外現有農機設備進行研發改良，成功推出國產

第一臺芋苗種植機。本機是以 50馬力曳引機承載，搭配 2組種植機
構及承苗架，可於田間進行作畦、破土、開溝、夾放苗、鎮壓覆土、

再覆土與再作畦等動作；承苗架每次可放置 4-5袋約 2,000株芋苗，
由負責供苗的 2位操作人員坐在種植機後端，操作上僅需取苗供應
夾苗爪夾持，若每株供苗時間以 3秒計，換算每人每天可提高作業
效率 23%，而且最重要的是不需再忍受插植芋苗長時間彎腰的勞苦，
因此，推薦分享給芋農參考應用。

本次記者會在會中亦準備了芋苗種植機 3D列印模型，可搭配
LED燈號顯示各部組成架構；以手動操作夾放苗裝置，讓與會記者
了解人工供苗的作業情形；另外還陳列展示芋苗、芋頭植株、新鮮芋

頭與各類加工產品，顯示芋頭產業自種植、採收至加工處理之周年

生產與行銷應

用。農友及廠

商若對本場研

發的「附掛雙

行式芋苗種植

機」有興趣，

可電洽本場農

機研究室詢問

(04-8523101
分機 340)。

▲ 李紅曦場長 (右 )、田雲生副研究員 (左 )及紀
文雄農友 (中 )操作說明種植機夾放苗裝置之作
業方式

▲ 芋苗種植機研發團隊開懷合影▲ 傳統人工種植芋苗 (左 )與機械種植 (右 )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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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研發成果保護實務工作坊」
強化本場智財運用

文圖/王念慈

農業技術日新月異且走向

跨域整合，農業研發成果的運用

模式，更趨複雜。本場為強化研

發成果之智慧財產保護與運用，

於 8月 15日邀請拓威法律事務
所許家華合夥律師及樸泰智慧

產權有限公司洪榮駿美國專利

代理人，指導本場研究同仁從品

種權與專利權申請條件與方式，

以及技術移轉授權合約之條款等，帶出不可不知的國內外智財布局、授權、

維權基本概念，讓與會同仁了解如何避免侵犯他人權利，並從中理解研發

成果保護的範疇；同時透過分組演練與實務案例研析，分析自身研究領域

的產業及技術，瞭解智財權的布局原則。期能運用於研究工作，以積極強

化本場研發成果的推廣運用。

「推動穀物產業合作～
2019 穀物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暨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年會」

文圖/吳靜霞

本場與臺灣穀物產業發產協會於 9月 4日在靜宜大學共同舉辦
「2019穀物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暨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年會」，
邀請國內外產學專家進行專題演講，現場齊聚近 230位來賓。

研討會由農委會農糧署胡忠一署長開幕致詞，說明臺灣穀物政

策並期許本研討會帶動國產穀物產品之產業發展與提升競爭力；接著

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 Julia Buss副處長致詞，期許臺加雙邊持續
合作；最後由本場李紅曦場長致歡迎詞，期能藉由產官學研界互動交

流，推動國產穀物食品產業創新。

上午由國際穀物科技學會主席以「穀物的未來」為主題揭開序

曲，接著由加拿大豆類協

會、泰國農業大學、中華

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

所，分別介紹加拿大豆製

品、泰國加工米業與國產

穀物研發成果，並邀請弘

陽食品公司分享海外拓

展經驗。會場討論氣氛熱
▲ 研討會吸引產官學研各界近 230位專家學者參加

▲ 農糧署胡忠一署長 (右 2)、本場李紅曦場長 (右 1)、臺灣穀物
產業發展協會江文章理事長 (左 1)、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Julia Buss副處長 (左 2)合影

文圖/林煜恒、陳令錫

番茄 (Solanum lycopersicum L.)為好光植物，需 30,000-
50,000Lux以上的光強度方能正常生長。光強度低於
30,000Lux，植株生育緩慢、葉面積小、莖部節間變細長，
呈現徒長，花芽分化慢而差，花朵常萎縮變小黃化，易落

花及落果。番茄栽培時每降低 1%的光照，產量即會降低
0.7-1%。高緯度國家冬季進行設施番茄生產時，常因日照
不足而導致植株延遲開花與產量降低之情形。如荷蘭於冬

季進行番茄栽培時，採用高壓鈉燈 (High Pressure Sodium, 
HPS)做為人工光源進行補光，不僅提升溫室內的溫度，亦
可增加總生物量及果實產量。對於植物生長發育，散射光

線比直射光線更有助益，且能有效增加產量，透過株間照

明，可使下位葉保持更高的生產力。補光對於生長的影響

取決於植物本身的積儲需求，番茄生育期間當供源 /積儲比
率低於 1時，即可藉補光刺激生長及產量。番茄以 LED燈
進行補光栽培，適度添加 6-12%的藍光，可使植株有最高
產量及最佳生育情形。LED燈具低耗能特性，如可降低燈
具費用，將具潛力作為補光栽培時人工光源之使用。臺灣

中部夏季設施栽培之番茄，定植後常因梅雨季連續降雨，

光照不足導致落花

落果現象，未來或

可建立番茄補光栽

培相關技術，在梅

雨季光照不足時，

降低連日陰雨對於

設施番茄生育及產

量之影響。

補光對於番茄生育及
生產應用之研究

▲ 番茄生育過程如遇光照不足，利用補光可降
低落花落果發生

絡， 促 進

國內外聯

繫合作與

技術交流。

▲ 拓威法律事務所許家華合夥律師 (站立者 )向與
會同仁介紹農業智財權之保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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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學員小型農機具
維修保養基本功

設施番茄促進著果之方式

文圖 /戴振洋

臺灣農業環境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地區性氣候暖化趨

勢極為明顯，即使秋冬作栽培性喜涼爽乾燥的番茄，果實著果也漸

趨困難，因番茄開花期對高溫逆境最為敏感。果菜類的番茄其食用

部分為果實，如何促進在逆境下番茄仍能正常著果是栽培技術的關

鍵。

目前番茄促進著果方式主要以機械振動授粉、植物生長調節

劑、蜜蜂授粉和熊蜂授粉等方法進行處理。機械振動授粉為每周至

少使用 3次，以幫助番茄花粉釋出增加著果率。應用植物生長調節

劑在臺灣以番茄美素 (cloxyfonac-sodium)及番茄生長素 (4-CPA)  種

處理方式，外加植物荷爾蒙以提高著果 。植物授粉昆蟲有蜜蜂、熊

蜂、切葉蜂、蝶類、甲蟲及蠅類，其中以蜜蜂及熊蜂兩類最廣泛應

用，具有高效的授粉能力。綜合輔助授粉研究報告，顯示在著果率

及果實性狀表現，以熊蜂授粉優於蜜蜂授粉、機械振動、植物生長

調節劑及自然授粉，為使設施番茄栽培達到優質豐產，可推薦應用

熊蜂授粉法較佳。

近年可見，隨著業者推廣、噴佈生長調節劑工資高及缺工問題、

番茄設施栽培面積漸增、青農投入願意嘗試熊蜂授粉，臺灣已開啟

設施番茄應用熊蜂的新頁章，但設施內溫度屢見超於 32℃應用熊蜂

來促進設施番茄著果，有其使用上的條件，故應用上仍需注意栽培

環境的溫度與濕度是其主要限制因子。

文圖/陳世芳

本場為協助農民

熟悉農機具之故障排

除與日常保養，於 8
月 21日至 23日辦理
小型農機具維修保養

訓練班課程，以強化

學員農業機具使用效

能。洪梅珠副場長主

持開訓，勉勵學員認真學習農業機械使用與維護基本功，善用

農機輔助生產及降低農事操作對人工依賴，以降低生產成本。

課程由農機具田間操作安全開始，再到農機工廠進行分組實作，

訓練班以由淺入深的方式介紹汽柴油引擎構造原理及維修保

養、中耕管理機、割草機、動力噴霧機、動力施肥機、自走噴

霧機等操作解說，讓學員對操作小型農機具更加安心有保障。

課程中亦邀請農試所介紹智慧農業之推動與發展；另由農糧署

說明小型農機具補助、貸款、保險與使用證申請，也提醒學員

本 108年度小型農機補助申請時間至 10月底為止，請把握申辦
機會。

▲ 洪梅珠副場長 (第一排右 4)主持開訓並與學
員合影

本場辦理臺中區田媽媽在地食材應用
與衛生管理研習

文圖/張惠真

為強化臺中轄區

田媽媽經營班衛生安全

自主管理及在地食材

利用與研發能力，本場

於 8月 29日辦理「108
年度臺中區田媽媽在地

食材應用與衛生管理研

習」，共有來自臺中、

彰化、南投等地區農會

家政指導員及田媽媽班

員共 52人參加。活動
由李紅曦場長主持開

訓，接著由弘光科技大

學餐旅管理系廖清池特

聘教授針對「飲食安

全、環境衛生與安全維

護」講解，下午課程由

臺灣養生創意美食發展

協會余沛葒理事長講授「在地

農產品加工研發與利用」，並

帶領實作課程。希望藉課程的

講解，提升田媽媽班產品研發

與經營管理能力。

▲ 李紅曦場長主持開訓

▲ 臺灣養生創意美食發展協會余沛葒理事長講授「在地農產
品加工研發與利用」，並帶領實作課程

▲ 以在地蔬果天然色澤製作冰皮月餅

▲ 經熊蜂授粉者，在花藥會留下印記 (咬痕 )後變成棕色，可作為熊蜂
完成工作的參考

▲ 應用熊蜂授粉方式，設施內溫度以 8-28℃之間為最佳

▲ 本場張金元助理研究員 (左 1)
說明柴油引擎的操作原理與
拆裝檢修

▲ 本場茆聰銘先生 (左 1)解說
中耕機引擎及犁耕部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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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09月 20日 豌豆 (豆菜類 )病蟲害防治技術及安全用藥講習會 彰化縣原斗果菜生產合作社

09月 26日 農委會辦理農業政策亮點宣導座談會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09月 26日 -09月 28日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台北世貿一館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活動
快訊

紅龍果濕腐病的發生與防治
文圖/許晴情

紅龍果濕腐病是由 Gilbertella persicaria引起，可為害紅龍果花
器、幼果及成熟果。受危害的幼果外觀呈現部分黃化，果肉內部產

生褐變且會提早落果。成熟果實病徵常於採收後 2-3天出現，自果梗
切口處向果肉方向呈現水浸狀腐爛，濕度高時，果皮上出現灰色黴狀

物，並於 2-3天後果實呈現完全腐爛，表皮果肉分離之現象，而失去
商品價值，對種植紅龍果的農民而言，是採後儲運期間的另一個難

題。本菌主要以孢囊孢子殘存於果園之植株殘體、寄主或土壤表面，

於濕度高時常可於花器與落果上產生大量灰黑色孢囊，可作為田間之

二次感染源，待環境適宜時再度侵入感染。

防治紅龍果濕腐病可參考

下列方式：

1.維持田間清潔，實施清
園，於謝花後去除罹病

花苞及落果。

2.避免於下雨後、潮濕環境
下採果，剪下果實時應

留一段果梗，可減緩病

原菌侵入果肉速度。

3.開花期前後若為雨季，建議須定期噴施藥劑防治。目前紅龍果登
記用藥 (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網址：https://otserv2.tactri.
gov.tw/ppm/)濕腐病並無推薦藥劑可使用，但可應用紅龍果炭疽病
推薦用藥如賽普護汰寧、百克敏、得克利、克熱淨及免得爛來防治。

4.田間採收器械及果實盛裝容器可使用稀釋 10倍之漂白水清洗過後
避免殘留病。

▲ 濕腐病於成熟果的病徵

▲ 濕腐病菌殘存於落花組織殘體上 (左 )，於濕度高時常可產生大量灰黑色孢囊 (右 )

▲ 濕腐病於幼果的病徵，外觀提早黃化 (左 )，果肉內部褐變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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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
本場轄內蔡建宗總幹事、胡志豪青農及劉啟

葦青農，獲得農委會 108年產銷履歷達人殊
榮。優良事蹟如下：

★蔡建宗總幹事：帶領大安區農會推出產銷

履歷產品，推動產業轉型與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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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在地優質好農
產。

★劉啟葦青農：採用農業集團化方法，建立

菇類栽培模式，達到產業升級及永續經營。

恭賀

本場作物改良課

廖宜倫副研究員

取得中興大學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藝學系博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