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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青流 力爭上游」第 4 屆百大青農畢業授證典禮

臺加攜手舉辦 2020 全穀豆類營養保健與創新加工國際研討會 - 要您食在健康享受美味

守護食安，芋見幸福 產銷履歷達人黃至青

淺談作物白絹病

本場參加「2020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 永續發展館」展示活動

「農業青流 力爭上游」第 4 屆百大青農畢業授證典禮

文圖 /林靈

「2020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永續發展館」以「新農業」為展示主軸，展出 30項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研發成果，本場展出「木黴菌 TCT-P003大量繁殖發酵配方製作及應

用於廚餘處理之方法」、「菇類副產物加值再利用技術套組」及「紫錐菊台中 1號及紫錐

菊機能性保健食品配方」共 3項技術。

配合循環農業發展，本場研發之木黴菌 TCT-P003大量繁殖發酵配方製作及應用於廚

餘處理之方法，係以木黴菌進行接種劑製作，可處理生或熟廚餘，相較目前坊間處理技術，

可縮短 10-20%處理時間及成本，並可開發成生物性有機液肥等相關產品。另菇類副產物

加值再利用技術套組的技術，除可應用於有機衍生物生產有機肥外，亦可將農業副產物開

發成含有高量有益微生物的功能性飼料，成為可供畜牧業使用的綠能飼料與抑病墊料，提

升農業副產物加值創新再利用的價值。

紫錐菊為風行歐美百餘年的保健植物，本場選育出紫錐菊台中 1號，與現行流通品種

相較，具豐產、生長勢強、多花莖及耐熱性佳等特性，適於春末至夏季栽培，乾物產量可

增加 75%，機能成分總咖啡酸衍生物增加 6.1%，適合供作保健茶飲、膠囊及錠劑等產品

之開發。本次展覽特別安排簽約授權儀式，本場「紫錐菊台中 1號種子繁殖與生產技術」

9月 26日在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見證下，由蕭政弘秘書與台灣天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台灣德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簽約授權儀式。

現場觀展廠商與民眾洽詢踴躍，透過本次展覽將參展之 3項技術推廣至國內外。

文圖 /蔡本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年 9月 23

日假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舉行「農業

青流 力爭上游」第 4屆百大青農畢業

授證典禮及全國青農運動會，陳吉仲主

任委員親自到場頒發畢業證書，並向本

次參加運動會的選手加油打氣。

陳主委致詞時首先感謝各試驗改良

單位的專家及陪伴師的協助，讓青農們

成為標竿學習的對象，並提到青農若遇

到經營技術上的問題，隨時可向試驗改良單位諮詢；農地租賃方面，農委會將陸續盤

點及媒合，讓返鄉從農的青年可以順利取得農地耕作；資金貸款方面，為減輕青農壓

力，該會農業金融局亦提供相當優惠的利率方案。

最後陳主委也勉勵青農，要特別關注氣候變化、市場資訊及政策等，提前預為準

備，一個人走雖然比較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遠，鼓勵青農應多與不同產業的青農

交流合作，拓展視野，從農之路才能走得更穩更遠。

▲ 陳吉仲主任委員致詞時除肯定第 4屆百大青農的
成果外，同時勉勵青農要彼此交流合作，一群人
可以走得更長遠

▲ 第 4屆百大青農與陳吉仲主任委員 (前排右 7)及各單位首長
分享豐收的成果與畢業的喜悅

▲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 (右 2)對「木黴菌 TCT-P003大量
繁殖發酵配方製作及應用於廚餘處理之方法」及「菇類
副產物加值再利用技術套組」表示讚許 (左 2李紅曦場
長、右 1陳俊位分場長、左 1藍玄錦助理研究員 )

▲ 陳裕星課長 (左 2)向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 (右 2)及王
仕賢處長 (右 1)說明「紫錐菊台中 1號及紫錐菊機能
性保健食品配方」研發成果

▲ 陳吉仲主任委員 (前排右 5)逐一頒發百大青農輔導證書後，
偕同李紅曦場長 (前排左 5)、陳歐珀立委夫人 (前排左 4)與
本場輔導的第 4屆百大青農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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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葡萄穿戴式省力輔具田間說明會

文圖 /葉文彬

葡萄是本場轄內重要經

濟果樹之一，全臺面積雖僅

2,600餘公頃，但產值達 70
億元。由於臺灣葡萄栽培採

用水平棚架模式，棚架離地

面約 180公分，修剪、疏芽、
枝條固定及疏果等田間作業

均需上抬手臂操作，容易造

成疲勞及手臂與肩頸酸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委託中

山大學成功開發「果樹穿戴

式省力輔具」，輕便且穿戴

容易，可應用於葡萄疏果作

業，讓農友輕鬆做、遠離酸

痛且增加工作效率。

為使更多農友了解輔具

使用方式，本場於 9月 25
日特邀集國內葡萄產地的農友，假大村鄉劍門生態花果園辦理「葡萄穿戴式輔具田

間說明會」，由李紅曦場長主持，來賓有農委會湯惟真科長、中山大學林韋至教授、

農業試驗所楊智凱組長、彰化縣政府黃松欽科長、大村鄉農會廖瑞樺總幹事等，還

有來自臺中、彰化、南投及苗栗等鄉鎮約 120位農友與會。
現場由研發者林韋至教授說明輔具開發及使用方式，接著由大村鄉葡萄產銷班

第 21班康正宜班長等人穿戴示範疏果作業，並提供農友試穿體驗。農友表示，穿了
輔具後，就像鋼鐵人一般無所不能，操作輕鬆愉快，說明會在互動熱絡下結束。

▲ 與會人員對穿戴式省力輔具使用均表示肯定

臺加攜手舉辦 2020 全穀豆類營養保健與創新加工國際研討會
要您食在健康享受美味

文圖 /林延諭

面對現代人的健康與飲食議題，本場、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

事處與國立中興大學聯合於 109年 9月 22日在中興大學舉辦 2020
全穀豆類營養保健與創新加工國際研討會，現場齊聚 200位來賓。
本研討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駿季副主委開幕致詞，說明臺加雙

邊貿易的實質進展與臺灣穀物政策，並期許透過本次研討會的交流

互動，繼續強化雙邊的科研合作與交流。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羅杜安 (Mr. Duane Robson)處長也宣布該日啟動「臺加創新交流年」
(the Year of Canadian-Taiwanese Innovators)，對臺加雙邊交流合作
與臺灣農業及食品國際化開啟新的一頁。李紅曦場長進一步表示，

本場已與加拿大農業部維持 20多年的雙邊農業合作，期待兩國持
續農業研發人員的交流與技術合作，讓全穀豆類食品能以豐富的

創意形式，深入國人的日常飲食，帶動國產穀物豆類產業發展並

與國際接軌。

本研討會邀請 3位加拿大專家及 16位國內食品加工與營養領
域學者發表研究成果；本場以台中秈 197白米結合加拿大豆類為
原料，開發出營養均衡「米 -豆米粉」新產品，並於會中首度亮相；
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亦邀請國內 12家食品加工業者，展示以優
質國產穀物開發之「穀得獎」得獎產品；現場同時辦理學生海報

競賽與學研機構成果海報發表，來賓熱烈參與及回應，並給予高

度評價。▲ 大會開幕合影

▲ 大村鄉葡萄產銷班第
21班長康正宜 (右 2)
示範穿戴輔具進行作
業情形 ▲ 農友們體驗穿戴式輔具，互動熱絡

 現場辦理學生海報競賽與學研機構
成果海報發表，獲得高度評價

 加拿大國際農業科技合作處副處長及學者以連線方式參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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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農田常見的冬候鳥眾生相
文圖 /廖君達

時序邁入秋冬，東北季風吹起，在北方國度完成傳宗接代的鳥類，因食物

取得不易而開始振翅南飛，尋找適合覓食及越冬的棲地。臺灣正處於東亞地區候

鳥遷移路線的重要位置，每年 8月至翌年 4月，臺灣濱海濕地及河口地帶，有大
量的雁鴨科、鷸科、鴴科、鷺科及鷗科的鳥類聚集；此外，被稱為「人工季節性

濕地」的稻田及周邊農業場域，提供了豐富的昆蟲、蛙類、螺貝類及軟體動物等，

也迎來北方嬌客。

中臺灣平原地帶的農田，常見的冬候鳥包括：鷹斑鷸、磯鷸、白腰草鷸、

長趾濱鷸、金斑鴴、高蹺鴴、小環頸鴴、黃鶺鴒、黃尾鴝及紅尾伯勞等。其中，

有著肥嘟嘟的身軀及金色眼眶的小環頸鴴是冬候鳥的先遣部隊，牠們偏好在湛

水整地後水位降低呈現泥濘狀態的田區快速奔跑並追逐獵物。擁有黑白分明的體

色、高挑的身材及踩著粉紅色高蹺的高蹺鴴，是農田亮眼吸睛的精靈，常成群漫

步於初插秧水稻田及整地後湛水田區覓食。鷹斑鷸有著白色眉線、黑色過眼線及

狀似鷹羽毛的紋路，偏好成群在初插秧水稻田、整地後湛水田區及灌溉溝渠的淺

灘地覓食，行走時尾部會上下擺動，非常逗趣。有著黃色粗眉線及黑色過眼線黃

鶺鴒，偏好在水田、旱田、短草地、溝渠及水域淺灘活動，經常成群以波浪狀前

進的方式飛行，並發出「唧唧⋯」的叫聲，稍縱即逝的身影留下無限的遐想。

文 /蔡本原 圖 /黃志青

來自臺中市大安區

的黃至青先生，踏入農業

前，原本在車床加工廠工

作，在一次因緣際會下返

鄉投入芋頭的種植，當時

大安區並無產銷班組織，

芋頭產地價格受制於盤

商，始終無法提高，至青

發現問題後，便和當地農

會及種植芋頭的農友討

論，共同成立大安區蔬菜產銷班

第 8班，以共同運銷的模式降低
成本，進一步增加農民收益，該

班為大甲、大安及外埔地區各產

銷班果菜運銷建立先驅典範。

由於至青本身是產銷班技術

組組長，在芋頭評鑑中亦是常勝

軍，他對芋頭健康種苗的栽培管

理絲毫不敢馬虎，不時配合試驗

改良場所專家進行芋苗採種試驗，並遵循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及性

費洛蒙生物防治等，對環境有益之栽培管理方式。他回憶起當初因為

消費者意識抬頭，加上食安風暴屢見不鮮，在農會及產銷班的鼓勵下

加入產銷履歷行列，產銷履歷與一般慣行栽培迥然不同，他下了很多

工夫鑽研芋頭栽培、資材防治及肥培管理的每一個環節及規範，為的

就是要讓優質的檳榔心芋頭行銷全國。在市場上為了突顯與其他地區

芋頭差異，至青與班員創立「安溪芋」品牌並註冊商標，以多元的行

銷管道，結合初級加工芋塊真空包裝，配合餐飲集團推出芋燒酎，在

市場端獲得消費者熱烈反應。未來，除了賡續進行農產品產銷履歷驗

證，讓民眾放心買、安心吃，更要將芋頭栽培經驗傳承給新進農民，

讓農業深耕、產業共好。

文圖 /陳世芳

本 場 於 109
年 9月 14日至 25
日辦理蔬菜栽培

管理初階班。蕭

政弘秘書主持開

訓時勉勵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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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本課程多提

問、實作、多討

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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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能力及田間實務操作等。此外，並實地參訪博華育苗場、

埔鹽鄉設施蔬菜栽培農場、全聯果菜生產合作社、埔心鄉露地

栽培茄子農場、台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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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從農軟實力。

▲ 黃至青先生 (左 3)在 105年臺中市優質芋頭評鑑
中勇奪冠軍，並榮獲 109年度芋頭產銷履歷達人

▲ 農機研究室同仁講解蔬菜栽培用農機具維修保養
操作

▲ 蔬菜研究室同仁指導學員水耕蔬菜栽培實作

▲ 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學員全體與蕭政弘秘書 (前排左 6)合照

▲ 黃至青及班員所生產具產銷履歷之「安
溪芋」

守護食安，芋見幸福
產銷履歷達人黃至青

「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
讓新進農民蔬菜栽培有一套

▲  高蹺鴴

▲  黃鶺鴒

▲  小環頸鴴

▲  鷹斑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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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快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科技研發推廣成果暨開放日活動文/編輯室

本場訂於 10月 24日辦理「新農業心生活 ~循環再生 永續創生」農業科技研
發推廣成果展暨開放日活動，邀請各界人士蒞臨本場參與及體驗此次農業盛會。

本次活動以「循環農業 永續創生」為主軸，主題區有機循環研發與推廣成果、
循環資材應用花藝展示、農村綠色生態旅遊推廣、桔桿再生裝置好打卡及繽紛花

田樂暢遊；樂活區有農民學院學員及青農回娘家、有機可循全場巡禮及兒童寫生

繪畫；舞台區有青農樂團表演&好物分享，以及親子 DIY；更有當季最新鮮的農
特產品與田媽媽產品展售。邀您參與此次循環農業之饗宴。

一年一度的場區開放日將於 10月 24日熱鬧登場，開幕活動以歡樂歌舞迎嘉
賓開啟，並頒發 108年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108年十大綠色照顧典範、108年
稻米達人冠軍賽及協助本場試驗推廣有功人員等，感謝他們帶動在地農業持續發

展之貢獻，臺中場的用心與成果，邀請您前來共襄盛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科技研發推廣成果暨開放日活動

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臺中場 Line 作物病蟲害
諮詢診斷服務

什麼是食物里程？
談地產地銷的重要

文圖/吳以健

古早時代，農田生產的糧食多由在地民眾所

食用。科技日益進步下，由於運輸與保鮮技術突飛

猛進，糧食常運輸到各地消費，或是先送至加工

廠再運輸加工品到販售端。因此，食物里程 (food 
mileage)的概念相應而生，即是食物從生產出來，
運送到消費者手中所經過的距離。一般來說，食物

里程越長，伴隨的電力、燃油及其他能源消耗就越

多，對環境衝擊越大，例如，從日本與泰國進口稻

米的食物里程分別是 2,300公里與 3,300公里，遠
高於臺灣本土米 (400公里以下 )。增加的食物里程
意味著更多能源的耗用，帶來更大量的溫室氣體排

放 (碳足跡 )，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暖化無疑是雪上加
霜。再者，相同的食物里程若採取不同的運輸方式，

其碳足跡亦不同，研究指出，每運送 1公斤的食物
100公里，陸運的火車與卡車碳足跡分別是 2公克
與 27公克，海運是 13公克，空運則高達 110公克。
臺灣屬海島國家，進口食物必採海運或空運，里程

遠高於國內生產，顯示進口食物在運輸過程的高碳

足跡。因此，近年國內外倡導的地產地銷、在地消

費、百哩飲食 (100 miles diet)、都市農業 /城郊農業
(urban agriculture)，除可縮短食物里程、降低飲食對
環境的衝擊、節能減碳之外，更可保有食物的新鮮

度並確保食品安全，亦活絡本地經濟，一舉數得。

淺談作物白絹病
文圖 /王照仁

白絹病是由 Sclerotium rolfsii所引起的真菌性土壤傳播性病害，其病原
菌感染後期常會在土表或植物組織表面形成白色緻密的菌絲層，外觀如同潔

白絹布一般，故名「白絹病」。該病原菌可感染的寄主種類十分廣泛，目前

全世界已知的寄主多達 100科 500種以上，其中以豆科及菊科最多，其次為
葫蘆科、石竹科、十字花科、唇形花科、毛莨科、大戟科、玄參科及茄科；

而單子葉植物則以禾本科、百合科、鳶尾科及石蒜科為主。臺灣目前至少有

55科共 160種以上之寄主植物，其中又以大豆、花生、番茄、水稻苗、蘭花、
百合、鳶尾、麒麟菊與其他多種花卉較易受到白絹病感染。植株受病原菌侵

染，往往依作物種類、株齡、生長狀況及侵入部位之不同而造成些微病徵差

異，最常見之病徵為植株靠近地基部組織出現水浸狀病斑，而後呈現不同程

度之褐色至黑褐色壞疽斑，隨後長出白色絹狀菌絲與米白色菌核，植株附近

介質亦常觀察到菌絲及菌核的存在，而後菌絲崩解消失且菌核顏色轉至深褐

色，再以菌核作為殘存構造。受感染植株整體往往呈現衰弱、葉片黃化或萎

凋的病徵，最終導致全株乾枯死亡。

目前針對白絹病防治策略可透過：1.田間衛生：將罹病植株挖除銷毀，
以減少菌核生成，並可將植株附近表層土壤進行清除或翻埋，藉此抑制土壤

中菌核的發芽；2.藥劑防治：依作物種類選擇合法推薦之化學藥劑如福多寧
或撲滅寧來防治。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月 15日 農會 /業推廣人員訓練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10月 16日 彰化縣社頭鄉農業技術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社頭鄉農會 3樓
10月 24日 新農業心生活 循環再生永續創生開放日活動 本場全場區

11月 4日 -11月 6日 農民學院生物資材應用班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11月 5日 -11月 7日 2020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 -臺灣農業技術形象館 台北南港展覽館 1館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 作物白絹病之病徵與病兆。(A)菜豆受白絹病感染後，植株出現葉片黃
化、失水及萎凋的病徵。(B)於地基部見到明顯白色緻密菌絲構造纏繞
於莖基部或根系表面。(C)發病後期可觀察到圓形褐色病兆，即為白絹
病重要殘存構造：菌核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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