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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業心生活～循環再生 永續創生」科技研發成果展   開放日活動熱鬧登場

遙控無人機操作證申請須知

109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暨卓越貢獻獎頒獎典禮

羽毛堆肥於蔬菜育苗應用

「新農業心生活〜循環再生 永續創生」科技研發成果展

開放日活動熱鬧登場

文 /杜易倉 圖 /吳建銘、李昱錡、蕭伊婷、杜易倉

本場於 109年 10月 24日以「循環再生 永續創生」為主題，辦

理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活動，現場呈現循環農業主題區、樂活區、舞

臺區及農特產品展售區共 4大區計 11項活動，包含：有機循環科技

研發與推廣成果、農會家政班的循環資材花藝展示、秸稈裝置展示、

農村綠色生態旅遊推廣與農產品展售、與農友基金會辦理之兒童寫

生繪畫比賽等。此外，本次結合開放日辦理 118周年場慶及場史暨

成果展示館揭牌活動，頒獎致謝過去一年協助本場農業試驗研究與

推廣有功人員、績優農業產銷班及十大綠色照顧典範單位。琳琅滿

目的活動，目不暇給，共吸引逾 5,000位民眾蒞場參觀。

本場成立於 1902年，至今已走過 118年歲月，為保存前人事

蹟，傳承給後進同仁，特別整理舊有空間修建為場史暨成果展示館，

以方便各界參訪及有利外界瞭解本場研發成果與發展歷程。當日開

放日及場史暨成果展示館揭牌活動，特別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

駿季副主委、農委會局處場試所、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

縣政府、彰化縣農會、傑出農民協會、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從 73年遷場大村鄉後之歷任場長，包含謝順景前場長 (預錄影片祝

福 )、林俊義教授、陳榮五前場長、張致盛署長 (下午蒞場 )、林學

詩所長，以及本場退休人員聯誼會楊麗安女士、林天枝先生、方敏

男先生及鍾維榮先生等各界嘉賓，蒞臨揭牌及見證本場場史文物與

研發成果，期許本場培育英才向上成長、代代延續優良傳統。

本場多年來研發循環資材、生物性肥料及微生物菌種等多元應

用，並致力推廣農田永續經營管理、有機循環及農民輔導等工作，

成果豐碩。透過開放日活動及場史新館揭牌，讓民眾除了見證農業

新技術、技轉商品等科技研發與推廣成果之外，更可在一年開放一

次的場區巡禮，暢遊繽紛花田及親子 DIY 同樂，亦可以好好逛逛展

售攤位，採買中彰投地區優質特色的在地農產品，充分達到展現與

推廣農業科技研發成果與推動在地優質農特產的目的。

3  陳駿季副主委 (右 1)與李紅曦場長 (中 )及幾任前場長
包含林學詩所長 (左 2)、林俊義教授 (左 1)及陳榮五前
場長 (右 2)，共同切蛋糕慶祝 118周年場慶

4  防檢局鄒慧娟副局長 (左 5)頒獎，感謝過去一年協助本
場農業試驗推廣有功人員

5  陳駿季副主委 (左 7)頒發十大綠色照護典範獎，肯定本
場轄區水里鄉農會、和美鎮農會、大村鄉農會、鹿谷鄉
農會、龍井區農會、集集鎮農會、草屯鎮農會、溪湖鎮
農會、花壇鄉農會及彰化市農會等，對農村綠色照顧的
努力與貢獻

1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 (中，著橘色衣 )蒞臨本場場史暨成果展示館揭牌及見證本場場
史文物與研發成果，並與李紅曦場長 (中 )及與會貴賓合影

2  陳駿季副主委 (後排右 6)頒發 108年度十大績優與優良農業產銷班，獲獎者包括田尾
鄉花卉產銷班第 19班 (左前 )、國姓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3班 (右前 ) 、草屯鎮特用
作物產銷班第2班 (左後 )及大安區蔬菜產銷班第8班 (右後 )，全體並與李紅曦場長 (後
排右 5)及農業輔導機關與農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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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秸稈再利用，超可愛
2    開放日本場研發成果展示
3     轄區青農優質好物行銷，以及南投縣國姓鄉青農樂團表演
4    轄區農會家政班的循環資材應用於花藝之展示
5    主題區農村綠色生態旅遊推廣，有大村鄉新興社區發展協會展示葡萄藤枝再利用，作為裝飾、花圈、藤炭園
     藝容器、藤炭包，賦予循環新價值

遙控無人機操作證申請須知
文圖 /吳以健

無人機，是「無人飛行載具」的俗稱，廣泛應用於科學研究、

環境探勘、農業管理及休閒娛樂等用途。近年來有鑑於無人機越來

越普及，為維持空域秩序，政府乃依民用航空法訂定遙控無人機管

理規則。該規則明定三類需具備操作證才可操作之遙控無人機。一

為操作政府機關、學校或法人所有之無人機，二為操作最大起飛重

量 2-15公斤且裝置導航設備之無人機，三為操作最大起飛重量 15
公斤以上之無人機。

無人機操作證分為學習操作證、普通操作證、基本級專業操作

證及高級專業操作證，分述如下：

一、 學習操作證：申請人須年滿 16歲，具學習操作證者可在持普
通操作證或專業操作證者指導下，學習操作重量未達 15公斤
之無人機。

二、 普通操作證：申請人須年滿 18歲，且通過學科測驗，具普通
操作證者可操作自然人所有的 2-15公斤且裝置導航設備的無人
機。

三、 專業操作證：申請專業操作證須年滿 18歲，且通過體格檢查、

操作證級別定義及可操作之無人機重量範圍

重量級別 個人休閒娛樂用
執行政府、學校或法人業務

基本級專業操作證 高級專業操作證

未達 2公斤 免操作證

I
Ia

2-15公斤 普通操作證

Ib15-25公斤
同基本級
專業操作證

25-150公斤 II IIc

150公斤以上 III IIId

資料來源：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附件九

學科測驗及術科測驗，具專業操作證者可操作政府機關、學校

或法人所有之無人機，以及自然人所有之 15公斤以上之無人
機。專業操作證分為基本級專業操作證與高級專業操作證，基

本級專業操作證不可執行例外限制排除項目，而高級專業操作

證則可。高級專業操作證依例外限制排除項目的不同，可分為

Group1、Group2、Group3等，G1可執行飛行高度超過地面或
水面 400呎、日落後至日出前、以任何工具延伸作業距離之飛
行作業；G2可操作無人機投擲或噴灑物件；G3則可於人群或
室外集會遊行上空飛行。

自 109年 10月 1日起，操作證須「逐級報考」，即考取普通
操作證 1個月後，方可報考基本級專業操作證，同理，考取基本級
專業操作證 1個月後，方可報考高級專業操作證。另外，高級專業
操作證，依無人機重量分為下列級別，依序是 Ia(15公斤以下 )、
Ib(15-25公斤 )、IIc(25-150公斤 )及 IIId(150公斤以上 )，亦須逐級
報考 (相關規定可參照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民航業務 /無人機專區 
https://www.caa.gov.tw/article.aspx?a=188&lang=1)。

▲ 無人機近年來廣泛應用於農業管理，若要操作無
人機執行任務須具備無人機操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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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暨卓越貢獻獎頒獎典禮

文 /蔡本原 圖 /農委會提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年 10月 24日於臺北希望廣場舉辦產銷履歷達人暨卓越
貢獻獎頒獎典禮，陳吉仲主任委員親自到場恭賀得獎者，肯定其為推展產銷履歷制

度之貢獻。本場中彰投轄區農糧類產銷履歷達人計有黃至青及王仁助 2人當選；卓
越貢獻獎在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機關中，本場蔡本原助理研究員唯一獲選。

陳主委致詞時表示，農友參加產銷履歷驗證，驗證費用除了依實際收費數額補

助 2/3，另在環境獎勵部分，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有效面積，每年每公頃給與 1.5萬元
等獎勵補助。未來也將積極推動校園午餐使用產銷履歷國產安心食材，每人每餐補

助從 3.5元提升至 6元，確保學童吃的安心，並擴大推動本地食材，具體行動守護
國民健康。

陳主委逐一頒發獎座恭賀得獎者並合影，最後啟動「達人十年 安全連年」儀式，
由陳主委及達人代表切下使用產銷履歷在地食材製作的特製蛋糕，宣誓持續加強農

產品生產安全管理能力建構，提升產銷履歷產品價值及臺灣農業競爭力。

文 /陳建銘 圖 /吳建銘、李昱錡

為帶動臺灣花卉產業並提升國際競爭力，本場於 109年 10月
14日舉辦「2020臺灣花卉產業研發前瞻與國際布局研討會」，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由國際處林家榮處長代表陳吉仲主任委員致詞，臺

灣園藝學會張育森理事長及本場李紅曦場長亦陸續致詞，現場匯聚

產官學專家、貴賓及農友超過 300人共襄盛舉。
本次研討會同時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及中華盆花發展協

會合辦「盆花及資材商品展示媒合會」，共計 22家廠商參與，透
過買賣雙方現場交流與產品展示，強化盆花生產及供銷體系鏈結與

對接。

李紅曦場長致詞時表示，因年初中興大學朱建鏞榮譽教授與埔

里花卉業者拜訪本場時，提出花卉產業佔全國 6成的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能夠建立產業溝通與發展平臺的構想，遂促成本次研討會的舉

辦。本次研討會聚焦於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研發成果與前瞻規劃、

產業前瞻與布局國際、國際市場與產業營運新趨勢共 4大主軸，計
邀集 11位領域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分享花卉產業鏈各環節的奮鬥
經驗，亦同步於大會現場發表 44篇成果海報及展示 12項實體產品。

此外為凝聚共識，研討花卉產業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分別

於上、下午場綜合討論時聚焦 5項議題，由農糧署蘇茂祥副署長、

2020 臺灣花卉產業研發前瞻與國際布局研討會

▲ 陳吉仲主委 (左 5)授獎予大安區芋農黃至青 (右 2)、武陵農場
王仁助組長 (右 1)、本場蔡本原助理研究員 (右 5)，肯定其分別
在芋頭產業、高山杭菊及茶葉六級化產業打造，以及農產品產銷
履歷制度推動等之貢獻，並與臺灣大學農學院盧虎生院長 (左 4)
及輔導單位等合影

③

研討會與會人員齊聚一堂開幕合影，共同為提升臺灣花卉
產業盡一份心力

 第 4節國際市場與產業營運新趨勢，主持人為農委會科技
處王仕賢處長 (左上 )，由臺北藝術大學周英戀講師分享國
際花藝發展與花卉消費市場新趨勢 (右上 )、荷蘭 Dümmen 
Orange 林昭儀產品經理以視訊方式分享國際花卉產業創新
營運 (左下 )
研討會會場外，由中華盆花發展協會辦理盆花商品展示媒
合會。農委會國際處林家榮處長 (中 )及李紅曦場長 (右 5)，
特與與會來賓合照

研討會現場另有 44篇成果海報發表及 12項實體成果展示
以國產優質花卉布置研討會現場，展示花卉美學與行銷國
產花卉

李紅曦場長、農委會科技處王仕賢處長與國際處林家榮處長分別主

持各節會議，集合業界人士群策群力共同討論。經與會人員互動討

論之初步重要結論如下：為永續發展臺灣花卉產業，應就整體產業

與結構之調整因應、國際市場布局與外銷供應鏈布建之強化、科研

的前瞻與整合分工、品種權的加強、國人花卉美學與生活用花培養、

人才培育等，由負責花卉產銷、科研及國際行銷等農政相關部門，

進行政策統籌規劃，並聯合挹注資源，再結合業界之資源與力量，

共同推動花卉產業發展，以讓臺灣花卉產業在全球巿場持續佔有一

席之地。

為服務關切花卉產業發展的各界人士，本次研討會亦於臉書同

步直播分享，讓更多的貴賓可以參與此次盛會；另研討會之建議及

結論，經整理後即於第二天公布於本場臉書供各界參考。而為了提

高臺灣花卉產業的能見度，本場於 8-9月期間特別辦理 3場次「新
媒體中部花卉產業巡禮 -生產技術與基地、生活花藝與美學系列活
動」，有興趣的朋友亦可至本場臉書觀賞「花卉產業巡禮」系列活

動報導，讓消費者對臺灣花卉產業與產地及生活美學應用，有更深

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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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玉米細菌性莖腐病之發生及管理
文圖/郭建志、張世杰、廖君達

本場 109年 7月於彰化縣溪湖鎮玉米栽培田區，發現玉米植株靠近地際部之莖
部產生紅褐色水浸狀病斑，罹病嚴重之植株，莖節部呈現軟腐崩解病徵，並造成植株

倒伏。經由組織分離、純化病原菌及將分離菌株人工接種於玉米莖部，可造成與田間

相似病徵，並進一步利用分子生物技術分析，鑑定為 Dickeya zeae，為玉米細菌性莖
腐病之病原菌。該菌原名為軟腐細菌 Erwinia chrysanthemi，臺灣最早係由中興大學植
物病理學系徐世典教授與曾國欽教授於 70年發表可危害玉米。細菌性軟腐病為國內

相當重要的細菌性病害，可危害多種作物，包括

蔬菜、花卉、水稻及雜糧作物，目前分類主要為

Pectobacterium 及 Dickeya兩屬之病原所造成，病原
菌可殘存於土壤及植株殘體上，溫暖潮濕環境有助

於病害之發展。此細菌亦為 105年農業試驗所嘉義
分所林靜宜博士等人所發表造成水稻細菌性基腐病

之病原。玉米細菌性莖腐病之防治，由於目前國內

尚未有推薦藥劑可使用，建議可從落實田間衛生管理進行，颱風來臨前後，或是強降雨後，早期發現罹病

軟腐植株，則應拔除並移出田間，勿棄置於田間溝邊，並加強排水，降低田間土壤濕度，做好清園作業，

減緩病原菌族群蔓延的機會。

活動
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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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1月 20日 109年農村社區健康促進暨園藝療育成果分享會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11月 23日 國產特色雜糧產業發展論壇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12月 3日至 6日 2020台灣醫療科技展 -農業科技館 台北南港展覽館

12月 9日 「國產豬創意料理競賽」初賽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 罹病嚴重之玉米植株，於感染部位
崩解折斷

▲ 玉米細菌性軟腐病之田間病
徵，感染部位呈現紅褐色腐
敗現象

▲ 經由人工接種之結果與田間病
徵相符合 (左為接種病原菌，
右未接種 )

第 32 屆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

農民選拔揭曉，本場轄區榮獲

十大神農得獎者─

        名間鄉謝瑞裕先生
        芳苑鄉吳鴻基先生
模範農民得獎者─

        魚池鄉王朝偉先生
        竹塘鄉李美玲女士
        二水鄉林肇榮先生

本場研發「雙行式種植機結構

改良」，榮獲 109 年國家發明

創作獎─創作獎銀牌

研究人員 田雲生副研究員
                 張金元助理研究員

羽毛堆肥於蔬菜育苗應用
文圖 /曾宥綋、郭雅紋

部分蔬菜作物於育苗期間需額外施肥，若能提高育苗介質之緩效供肥能力，則具省工效果，

此外，為健全有機友善耕作體系，有機種苗生產技術至關重要，蔬菜育苗追肥，傳統上常以施

用即溶性化學肥料為主，而有機育苗若不慎施用未完全發酵之有機液肥，則可能導致幼嫩植株

受損，增加其死亡風險。本場開發之羽毛生物堆肥，pH 5.4、EC (1:10) 8.8 dS/m、氮2.6%、磷1.7%、
鉀 2.0%、鈣 1.9%、鎂 1%，可直接應用為作物栽培介質，定植之植株幼苗不因堆肥高 EC值抑
制根系生長，栽培期間不額外給肥，可生產甜瓜、甜椒、草莓及小果番茄，顯現羽毛堆肥之長

肥效特性。應用於蔬菜育苗，羽毛堆肥可與泥炭以 1:10(體積比 )混拌後作為育苗介質，以甘藍
為例，播種於此混拌介質，種子發芽率與播種於泥炭介質無顯著差異，然而，育苗期間不額外

追施肥料，其甘藍幼苗植株特性較佳 (下表 )。羽毛堆肥亦可直接作為草莓育苗介質，育苗期間
不額外追肥，單位時間內，草莓幼苗數 (11幼苗 /盆 )與育苗於泥炭介質搭配額外澆灌化學液肥
(10幼苗 /盆 )無顯著差異。顯示羽毛堆肥具蔬菜育苗之應用潛力。

▲  甘藍 (台中 2號 )育苗於羽毛堆肥混拌泥炭
(左圖 )及育苗於泥炭 (右圖 )之生育情形

甘藍 (台中 2號 )育苗於不同介質處理之植株幼苗性狀

甘藍育苗介質 發芽率 % 株高 cm 全株幼苗重 g 根重 g

泥炭 91.8±1.2 6.3±0.7 0.4±0.1 0.05±0.03

泥炭混拌羽毛堆肥 (1:10) 93.4±0.4 7.8±0.5 0.8±0.1 0.11±0.02

羽毛堆肥與泥炭混拌 (1:10) 泥炭

▲  草莓 (桃園 4號 )育苗於羽毛堆肥 (左圖 )及泥炭 (右圖 )之生育
情形

羽毛堆肥 泥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