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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鼠迎春～臺中場年終暨研發成果記者會展現堅實研發能量

厚植國內番茄產業競爭力～全紅大果番茄品種比賽

仁愛鄉松林部落「伊娜谷香糯米」的栽培現況

投入油茶與藍莓產業的江嘉維

福鼠迎春～臺中場年終暨研發成果記者會

展現堅實研發能量
文圖 /蔡本原

本場於 1月 16日辦理「年終暨研發成果記者會」，由李紅曦場長主持，活動開始先向與會媒體
記者致歡迎詞，並介紹 108年本場在新品種育成、技術研發與推廣及青農輔導等成果。李場長表示，
108年本場成果豐碩，僅針對最重要的 4項亮點加以說明，包括：可機械採收之冷凍外銷蔬菜新品項
矮性菜豆台中 6號、因應缺工與人力老化並提高效能之芋苗種植機械、運用微生物接種菇蕈剩餘物質
所開發之雞舍墊料再衍生的新型循環加值堆肥，以及本場輔導青農加值打樣延伸農產品價值的成果。

現場並由本場同仁詳盡說明並展示具體成果，記者反應熱烈，代表之 6位百大青農亦現身說明及
展示優質農特產品。正值歲末年終，希望藉由媒體訊息的傳遞，加強對本土優質農特產品的採購行銷。

本記者會受到 20位與會媒體記者朋友肯定，對本場研發及輔導成果大表讚賞 !臺中場期許來年研發效
能數 (鼠 )一數 (鼠 )二，創造更好的佳績。

文圖 /蔡本原

本場於 1月 6日陪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主任

委員，出席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揭牌儀式。該中心

設立於 96年，自 97年起先後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金會 (TAF)認證，取得產銷履歷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品驗

證之資格，為國內具公信力之驗證機構。陳吉仲主委致

詞表示，中興大學以農立校，在學術研究及驗證輔導等

各方面都享譽盛名，感謝興大在農產品安全驗證為農產

品安全把關所付出的努力，冀盼農委會企劃處、農糧署、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及相關單位，未來能和中興大學多交流互動，提

升研發及驗證效能，造福全體農民及消費者。

▲ 陳葦玲副研究員 (右 )向記者介紹矮性
菜豆台中 6號特色

▲ 張金元助理研究員 (左 )受訪，講解芋
用專機的操作方式及在芋頭產業之運用

▲ 藍玄錦助理研究員 (左 )細說農業生產
剩餘物質循環利用的好處

▲ 李紅曦場長 (右 5)率本場同仁向媒體記者介紹本場重要研究與推廣成果，並由青年農民展現本場輔導成果與生產之
優質農產品

▲ 陳吉仲主任委員 (左 5)、薛富盛校長 (右 5)、李紅曦場長 (左 2)及出席貴賓，對中興大學農產品
驗證中心豐富的執行成果表示肯定

本場陪同農委會出席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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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國內番茄產業競爭力～全紅大果番茄品種比賽

栗子南瓜的年度慶典～
109 年度美栗南瓜全國評鑑競賽

酸甘甜好滋味 進軍國際

文圖/林煜恒、戴振洋

南投縣草屯鎮為臺灣最

早開始推廣栗子南瓜專業栽

培之鄉鎮，至今全鎮栽培面

積已逾 60公頃，為國內主要

的栗子南瓜生產區，有栗子

南瓜故鄉之美稱。

草屯鎮農會為向消費者

推廣栗子南瓜的美味，並引

導農友提升栽培技術及建立品質分級觀念，特於 1月 8日舉辦第五屆美栗

南瓜評鑑競賽，此次更擴大辦理開放全國種植優質栗子南瓜的農友報名參

加，參賽者達 90幾組，最後進入複賽者 60組。本次比賽由農糧署、南投

縣政府農業處、屏東科技大學及本場研究人員擔任評鑑工作，針對果實重

量、外觀、整齊度、糖度、口感細膩程度及風味進行評分。本 (109)年度

參賽的各組栗子南瓜無論果品外觀及風味質地，皆相當優異，顯示農友栽

培技術逐年精進及其用心。草屯鎮農會藉由每年舉辦全國性栗子南瓜評鑑

競賽，提供農友展示其努力成果的舞台，更期許透過競賽過程，讓農友彼

此學習精進，藉此拓展國內栗子南瓜消費市場，促進全國栗子南瓜產業永

續發展，該

競賽可謂栗

子南瓜產業

年度盛典。

文圖/陳裕星

楊桃汁是臺灣民眾熟悉懷念的古早味，發酵楊桃汁風味獨

特，並具有潤肺止咳效果，冷熱飲皆宜，但近年來在各種飲品

夾擊中，慢慢褪去昔日光彩。酸楊桃因為酸度高，需要發酵後

才能食用，但是也因鮮果酸度高，不受蟲鳥危害，故不需噴施

農藥。

彰化縣員林市曾是國內酸楊桃最大產地，目前栽培面積維

持約 20公頃。近十年來，臺灣的手搖飲在國際市場大放異彩，

廠商也積極評估國內各種果汁飲品進軍國際的潛力，經過審慎

評估後，一芳水果茶預定以國人熟悉的好味道 -發酵楊桃汁，

進軍國際手搖飲市場，並由合作供應商多田農產公司負責契

作，委託南投縣農會加工廠發酵，再由多田公司調製濃縮楊桃

汁原料供貨給茶飲通路。故於 108年 11月 28日，在農糧署胡

忠一署長及員林市農會黃豐盛總幹事等見證下，多田農產公司

與員林市酸楊桃產銷班簽訂每年收購 100公噸的契作合約，期

待讓員林在地酸楊桃產業再萌新機。

▲ 評審群針對栗子南瓜的口感細膩程度及風味進
行評分

▲ 多田農產公司總經理 (左 1)、農糧署胡忠一署長 (左 2)與員
林市農會黃豐盛總幹事 (左 3)一同見證酸楊桃契作記者會簽
約活動

▲ 本年度獲獎之栗子南瓜參賽組別，無論果實品質及口感質地，皆表
現相當出色

文圖 /林煜恒、陳葦玲

國內全紅大果番茄之市場需求量逐年提升，許多農友近年來紛

紛加入全紅大果番茄生產行列，本場轄區亦為臺灣夏季全紅大果番

茄之主要產區。為提升國內全紅大果番茄產業競爭力，本場於 1月

9日與社團法人台灣種苗改進協會，於本場共同辦理國內首次之全

紅大果番茄品種比賽。本次比賽，參賽品種共 32個，競爭激烈，

皆由國內種苗業者所提供，此審查邀請中興大學園藝系、臺南區農

改場、花蓮區農改場、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及嘉義育家種苗場等單位

之專家擔任評審工作，針對果實大小均勻度與色澤、耐貯運性、綜

合抗病性、產量、口感及風味等項目進行評分，各品種皆展現其優

點及獨特性。藉由本次全紅大果番茄品種比賽之舉辦，不僅提供國

▲ 全紅大果番茄品種比賽主辦人員及評審群，左而右為本場林煜恒助理研究員、嘉
義育家種苗場呂育家先生、中興大學園藝系宋妤教授、台北農產運銷公司黃木蘭
副理、臺南區農改場劉依昌助理研究員及花蓮區農改場王啟正副研究員

▲  2019年全紅大果番茄比賽栽培田區

內種苗業者展示其品種實力之機會，亦為番茄育種工作人員與種苗

業者間提供相互切磋及交流之平台，使國內進行全紅大果番茄育種

工作者在品種選育的過程中激盪更多新的想法與火花，因此對促進

臺灣全紅大果番茄產業競爭力確實發揮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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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全國優良農業產銷班 -
南投縣草屯鎮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2班

文圖/鄧執庸

伊娜谷香糯米為南投縣仁愛鄉松林部落特有的水稻品種，其來源相傳

是日本人為避免部落糾紛，將泰雅族人遷居松林、曲冰間，所授予泰雅族

人的稻種，而其栽培已成為松林部落文化的一部分，並可用來製作部落原

住民的傳統米食。

由於部落缺乏良種繁殖的概念，且不具備去偽去雜的能力，以致品種

日漸混雜、退化，導致生育不齊、香氣淡化及產量下降等狀況發生。本場

前於 89年至 91年曾針對該品種進行純化及品種改進，改善品種混雜的狀

況，使品種純度得以維持。

現行部落農友栽培伊娜谷香糯米的方式，多在 5月中旬進行粗整地，

6月中旬進行細整地，並於 6月下旬至 7月上旬進行插秧作業。由於伊娜谷

香糯米之抽穗期具有光敏感的特性，其

生育日數較臺灣現行栽培品種長，約在

11月中下旬收穫，稻米收穫後多種植綠

肥或休耕，並於隔年 5月開始下一期香

糯米的栽種，有別於中部地區常見水稻

兩期作的栽培模式，伊娜谷香糯米為每

年單期作的栽培制度。而現行農友之栽

培管理，多依據部落長者

經驗傳授或農友自身經驗，

並無採行統一之栽培模式，

故本場針對農友栽培及病

蟲害發生狀況進行輔導，

期能提升農友栽培技術並

穩定香糯米生產的產量與

品質。

文圖/吳建銘、林靈、草屯鎮農會

「產銷輔導一條龍，發財保證班」，南投縣草屯鎮特用作物產

銷班第 2班為專業苦茶油產銷班，班建立苦茶油栽培至銷售一貫化作

業流程，包含育苗、移植、栽培、採收、日曬、製油、銷售等，以輔

導新班員種植與銷售，確保新班員上手獲利。「充滿理想有目標，經

營績效成長班」，一貫化輔導班員產銷流程，穩定獲利，由 103年成

立班員 13人至 108年人數增至為 31人 (成長 238%)，面積 36.11公

頃 (成長 96%)，苦茶油產量 35,830斤 (成長 95%)，年產值約 4,299.6

萬元，成長幅度大，110年更預計擴增至70公頃。「手工日曬遵古法，

品質控管出好油」，以班品牌「雙冬苦茶油」共同行銷，強調手工挑

選好果，確保原料品質純正，手工日曬 30-50天、冷壓榨油等特色，

油品經由檢測包含無農藥殘留、無黃麴毒素、無重金屬、酸價檢驗等

合格才可出售，並透過班內品評組長進行官能品評測試後才可出貨，

產品品質有保障，苦茶油深受消費者肯定，產品供不應求。也因產銷

班在優質苦茶油生產與推廣貢獻，因此班於 108年獲得全國優良農業

產銷班之殊榮。

文圖/羅佩昕、吳庭嘉

以色列素有「歐

洲菜籃」稱號，歐洲

進口蔬果約有 40%

來自以色列，因此，

為維持蔬果貯運期間

的品質及降低蔬果

腐爛情形，以色列

相當重視蔬果採後

處理技術，運用各式採後處理資材達到蔬果保鮮之效。筆者

於 108年 10月 21-31日前往以色列，了解當地蔬果採後處理

資材開發技術與現況。行程中拜訪以色列最大的蔬果採後處

理資材公司 Decco Safepack，以色列 90%以上的出口水果皆

使用該公司產品，產品涵蓋各式果蠟與採後處理殺菌劑等，

以延長蔬果櫥架壽命，並針對不同果品特性，開發不同性質

的果蠟與殺菌劑，維持最佳的外銷果實品質。另拜訪新創公

司 Savefoods與 Tarritech，Savefoods公司開發產品 -過氧化氫

(H2O2)，應用於柑桔、酪梨及洋蔥的近採收 (near-harvest)或採

後處理，運用強氧化性達到殺菌效果，該公司具有可穩定過

氧化氫的技術，且產品櫥架壽命可達 2年以上。Tarritech公

司調配各式植物精油，發展精油薰蒸防治果品採後病害的技

術，目前運用於降低柑桔綠黴病與草莓灰黴病的發生，不僅

無化學殘留問題，亦不影響果品風味與外觀。

經由本次行程，了解以色列對蔬果採後處理的重視，為

因應全球化學農藥減量的趨勢，本場積極開發可取代化學殺

菌劑之替代性資材，期達到蔬果保鮮與延長櫥架壽命的效果。

仁愛鄉松林部落
「伊娜谷香糯米」的栽培現況

以色列蔬果採後處理資材大解密

▲ 本場針對栽培伊娜谷香糯米的農友進行現地輔導

▲ 以色列蔬果外銷公司以 Decco Safepack公
司開發之果蠟進行柑桔類果品包覆

▲ 產銷輔導一條龍，確保班品質與班員獲利

▲ 本土優質苦茶油生產團隊 -草屯鎮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2班

▲ 松林部落伊娜谷香糯米相關產品，成
為當地的特色禮品 (圖 /潘筱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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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廖君達

農地野鼠偏好危害甘藷、花生、大豆、玉米及甘蔗等旱作，並取食幼穗分化期的水稻，加

以繁殖力強，常造成農業生產的重大損失。對於農地野鼠的防治，103年以前依據「全國滅鼠

週」，各縣市共同施用滅鼠毒餌來抑制野鼠密度。然而，

考量到野鼠對藥劑的抗藥性、環境污染及滅鼠毒餌對非

目標生物的危害等，如何以生態友善的策略來防治農地

野鼠逐漸受到重視。

低海拔平原棲息著多種猛禽，如黑翅鳶、鳳頭蒼鷹、

黑鳶及領角鴞等，默默地扮演野鼠天敵的角色，隨著農

地滅鼠毒餌減量的政策，這些猛禽數量呈現增長的趨勢。

其中，有著純白身軀、灰黑色肩膀及紅寶石般眼睛 (虹膜 ) 

的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是普遍棲息於農地的猛禽，

偏好獵捕野鼠為食；在農地設置棲架吸引黑翅鳶停駐，

提供黑翅鳶俯覽農地的據點，提高野鼠被捕食的機會。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有著棕褐色身軀及黃橙色

眼睛，在天然林、人工林、果園、公園或校園棲息及築

巢育雛，經常至鄰近的農地捕食野鼠、中小型鳥類、蜥

蜴、蛙類及昆蟲等；保護農地周邊的樹木，避免進行斷

頭式強剪，以營造適合鳳頭蒼鷹的棲地，偕同黑翅鳶來

降低農地野鼠密度，以維護農業生態環境及作物生產。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03月 07日 (六 ) 109年「新農業心生活 ~循環再生 永續創生」開放日活動 本場場區

03月 07日 (六 )農民學院學員回娘家「友善與有機農產品行銷講習」 本場推廣課階梯教室

03月 18日 (三 ) 2020番茄創意蔬食料理競賽 本場場區及大禮堂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投入油茶與藍莓產業的江嘉維

文/陳蓓真  圖 /江嘉維

臺中市東勢區的媳婦江嘉維，4年前毅然決然專

職投入農業經營，目前與家人共同經營農場，主要作

物為油茶及藍莓，油茶面積約 2甲，藍莓約 2,000棵，

以「阿公ㄟ公園」為品牌行銷，經營項目有苦茶油、

藍莓鮮果、桌遊、農事體驗、手作 DIY與農村廚房

等，全部的產品自行銷售及網路銷售。

嘉維深刻體認唯有用心栽培農作，進行品質把

關，才能將優質農產品銷售給大眾，並讓消費者再次

回購，以永續經營農場。於是她參加農民學院本場辦理之園藝入門班及蔬菜栽培管

理初階班，學習作物品種選擇、農場經營規劃、病蟲害診斷與防治、有機肥料施用

與計算、微生物肥料施用等知識與技術。同時積極爭取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青年加

農、賢拜傳承計畫」，與賢拜學習；更在 108年獲選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 5屆

百大青農輔導計畫」青農，期開創藍莓加工品之研發。

未來，除透過青農輔導計畫協助提升作物栽培技術、提高果品品質，開發藍莓

加工產品，更發展農場 CIS識別標誌與系列文宣，更期望參加園藝療育輔導人員相

關培訓，增加園藝療育庭園規劃與療育活動開發之技巧與能力，開創農場多元化之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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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地野鼠的剋星—黑翅鳶及鳳頭蒼鷹 政令宣導

▲ 有著紅寶石般眼睛的黑翅鳶 (停駐在鳥類
棲架橫桿 )

▲ 黑翅鳶利用棲架捕食野鼠

▲ 鳳頭蒼鷹有都會區的城市獵人之稱

▲ 農場自產自銷的苦茶油

▲ 江嘉維與先生共同經營油茶與藍莓

▲ 江嘉維栽培藍莓並販售鮮果，未來將開拓藍莓加
工品項並與中部地區青農合作開發藍莓食材

活動
快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