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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環境教育之大家來種樹

李紅曦場長參加彰化縣各界慶祝農民節活動

尊重在地產業發展意願的原鄉部落產業輔導

設施蔬菜栽培散色光利用

本場環境教育之大家來種樹

文圖 /吳建銘、陳美瑾

本場遷場至大村場區已三十餘年，隨著時間更迭、水路環境等轉變，

今將西南側水溝加蓋以利水流，並在其上鋪土石。為加強環境美化，3

月 2日特別藉由場內員工環境教育，於植樹節前夕舉辦植樹活動。李紅

曦場長致詞時表示，美好的環境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維護，也感謝大家為

場內環境綠美化盡一份心力，另

為鼓勵消費國產優質花卉，提供

每位辛苦植樹的同仁一份非洲菊

與百合花，預祝同仁三八婦女節

快樂。

隨後場長帶領一級主管及本

場全體同仁共同種植美麗的杜鵑

花與藍星花。本次環境教育活動

圓滿完成，不但美化場區環境更

提升同仁間的情誼，讓活動深具

紀念意義。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4月 8日 -4月 10日 農民學院園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4月 22日 -4月 24日 農民學院小型農機具維修保養班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臺中場 Line 作物病蟲害
諮詢診斷服務

活動
快訊

本場召開芋苗種植機田間
示範觀摩會

文圖 /田雲生

本場 2月 21日於臺中市大安區南北七路 291巷，大安區蔬

菜產銷班第 8班呂炳春副班長試驗田，召開芋苗種植機田間示

範觀摩會，由李紅曦場長與大安區農會蔡建宗總幹事共同主持。

觀摩會主要示範本場研發改良並完成技術移轉之曳引機附掛雙

行式芋苗種植機，進行田間示範操作與觀摩展示，強調機械輔

助可減輕慣行人工俯身插植的辛勞，紓緩農業缺工問題。本場

同時安排講授芋苗處理與病蟲害防治技術、芋頭合理化施肥技

術，以及說明機械種植與慣行人工種植之芋株園藝性狀、母芋

產量的比較。此次觀摩會成功吸引產學研界人員及農友 120人

參加，與會農友提出芋頭種植機械與栽培管理相關議題，大家

意見交流並熱烈討論。

▲  觀摩會由李紅曦場長 (左 2)與大安區農會
    蔡建宗總幹事 (中 )共同主持

▲ 呂炳春副班長 (右 1) 與芋農實機操作
情況

▲ 田雲生副研究員介紹芋苗種植機作業功能

▲ 李紅曦場長與主管共同種下美麗的杜鵑花

 全場同仁齊心協力完成
杜鵑花種植

許嘉錦助理研究員講解
杜鵑花與藍星花種植注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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湳雅社區療育庭園介紹
文圖/陳蓓真、歐聖榮、台灣農村發展規劃學會

為引導農村社區中高齡者進行園藝療育活動，達到社區作為情緒舒緩並促

進社交與身心健康的示範場域，本場自 107年於農村社區推動園藝療育計畫，

包括療育庭園設置、療育種子人員培訓、長者療育活動實務帶領，以及效益評

估工具使用，並規劃社區年度園藝療育活動表等。

湳雅社區位於彰化縣社頭鄉，居民務農為主，主要栽培番石榴及龍眼，參

與社區活動者多為 65歲以上長者。長者熱衷於學習新事物，設計主軸以居民

休憩、交流活動為主，由於社區活動中心及愛心公園為長者交流天地，經討論

後以居民需求為考量，選用具視味嗅觸感官體驗及低維護管理

植栽，設置長者容易操作的花台創造可活動之場地，並美化廢

棄水塔，移除整理凌亂的樹木，透過植栽選擇與配置，減緩小

黑蚊問題。亦將花台與休憩空間結合，提高花台高度，使長者

方便進行園藝活動操作及提高安全性，成為居民可站著種花、

坐著談心的空間。植栽選擇以顏色鮮豔、具有香氣或是香草類

為主。療育活動的連結，包括香草植物的辨識與導覽、種植、

拓印等，以增加長者記憶力、促進肢體活動為目標，強化在地

安居之共識及紓解農務之壓力，達到園藝療育促進社交與身心

健康的目的。

▲ 施作前狀況

李紅曦場長
參加彰化縣各界慶祝農民節活動

文圖 /陳世芳

李紅曦場長於 2月

4日參加彰化縣各界慶

祝農民節表彰大會，活

動於彰化縣溪州公園舞

臺區舉開，由王惠美縣

長主持，首先表揚全國

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及

108年稻米達人，接續

表彰優秀農民及協助農

事四健家政推廣教育有功人員、優秀農校老師與農業從業人員共

102人。

李場長於活動致詞時表示，蒞臨會場時看見彰化縣各地區

農會、青年農民熱情展示特色農漁畜等優質農產品，感佩彰化縣

努力行銷彰化優鮮快樂農村，本場向來積極研發新品種新技術並

指導農民栽培管理，全力協助中彰投地區農業發展， 108年推薦

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 19 班獲得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辦理

第五屆百大青農甄選以輔導青農精進管理技術與產品研發；最後

藉此農民節表揚大會，恭賀農民技術精進成果“鼠”不勝數，並

祝福農民新的一年有鼠不盡的收穫、鼠不盡的快樂農村生活。

▲ 李紅曦場長 (右 2)頒獎表揚 108年臺灣稻
米達人頭等獎簡江翰先生

▲ 李紅曦場長 (左 12)、王惠美縣長 (右 11)與各級農會總幹事一齊祝賀農民節
“彰化優鮮農村總動員”

終身學習充電站
109 年度農民學院課程大公開

文 /陳世芳

終身學習永遠不嫌晚，不論您是非農業科班的門外漢，或是初試

身手踏入農業的青年農民，或是從農閒暇想再認識農業同好與講師，

或是跨域想轉業來投入農業，農委會農民學院都體貼地為不同階段學

員，規劃辦理系統性之農業訓練，包括農業入門、初階、進階及高階

訓練班。此外，建立分群分級輔導培訓機制，針對青壯年、婦女、新

住民、原住民、新南向及跨域歸農者，規劃分群分眾專班，以吸引更

多元的新進農民投入農業工作。報名農民學院課程不用出門哦，自即

日起歡迎有意從農者及在職專業農民，打開手機或電腦至農民學院網

(http://academy.coa.gov.tw)查詢與報名。109年度本場規劃 11梯次農民

學院農業專業訓練班，每班招收 36名學員，各班開始報名日期與辦理

日期於下表，報名者請加入農民學院網會員並詳閱招生簡章內容。

109 年度本場農民學院農業訓練課程

訓練類別 課程名稱 報名日期 辦理日期

入門 園藝入門班 即日起 -3/8 4/8-4/10

進階選修 小型農機具維修保養班 即日起 -3/21 4/22-4/24

初階 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 3/11-4/10 5/11-5/22

進階選修 果樹採收後處理班 4/3-5/2 6/3-6/5

進階選修 土壤肥料及微生物資材班 4/29-5/29 6/29-7/3

入門 農藝入門班 5/22-6/21 7/22-7/24

進階選修 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 6/3-7/2 8/3-8/7

進階選修 設施園藝栽培技術班 6/24-7/23 8/24-8/28

進階選修 番石榴栽培管理班 7/9-8/8 9/9-9/11

進階選修 農產品加工班 -米榖雜糧 8/13/-9/13 10/13-10/15

進階選修 生物資材應用班 9/4-10/3 11/4-11/6

▲ 依居民需求，結合休憩與活動之施作後療育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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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蔬菜黑斑病發生狀態及管理策略

文圖 /林煜恒、沈原民、郭建志、鄧執庸

尊重在地產業發展意願，並因地制宜，針對原有特色產業進行加值輔導，

一直是本場原鄉部落輔導團隊秉持之原則。李紅曦場長於 2月 18日率領本場
人員前往武界、萬豐及松林部落瞭解國土綠色網絡建置計畫執行情形並拜訪當

地族人及耆老。

本場團隊在武界部落協助建立有機蔬菜及百香果栽培體系，使部落在既有

農業生產模式下，亦能結合部落近年來積極發展之綠色生態旅遊。萬豐部落有

機蔬菜產銷班因運作早，分工明確，並具穩定通路，今已成為原鄉具指標性之

產銷班。為使部落有機栽培技術更為精進，輔導過程中從土壤肥力分析、合適

蔬菜品種篩選、導入並建立有益微生物及有機資材施用技術等面向，確保萬豐

部落有機蔬菜品質及產量。松林部落的族人為傳承並復育祖先所留下之特色香

糯米產業，亦與本場團隊合作，從稻種純化、合理化施肥、輪作制度建立及綠

肥作物選擇等面向，建立具特色之部落產業。松林部落中另有一群充滿熱情及

理想，返鄉從事安全蔬菜生產的年輕人，在穩固收入的前提下，與本場團隊共同努力建立果菜類蔬

菜非農藥病蟲害防治技術，期生產出對環境友善，對消費者安全的優質農產品。本場將持續進行原

鄉部落產業輔導，貼近部落，瞭解產業需求，精進並解決部落農業生產過程中所遭遇之問題，促進

原鄉部落產業發展。

文圖 /任珮君

隨著現代人健康意識高漲，消費者追求天然與無過度添加飲食

之趨勢，天然色素成為現代飲食的新寵兒。紅龍果漂亮的紅色來自

甜菜紅素 (betalain)，將紅龍果汁添加於其他加工製品中，除了可以
改變食物的顏色、增加食用樂趣外，亦可同時攝取到紅龍果中的果

膠、膳食纖維、維生素及礦物質等營養成分。紅龍果另一個做成粉

圓，加工步驟提供如下，讓大家可以在家動手做做看。

文圖/蕭伊婷、沈原民

十字花科蔬菜黑斑病係由 Alternaria brassicae (Berk) Sacc.引起，此病原菌可危害十字花科蔬菜的
葉、莖、花梗、蒴果以及種子。植株受到病原菌侵害時，被害部位初期產生針狀褐色小點，病斑逐

漸轉變成黑褐色或者是黑色，後期病斑有機會擴大，並且在中間發現黑色粉狀之病原菌的分生孢子，

常呈同心輪紋狀，病斑邊緣有黃暈產生，在老葉上發生的情況較多，嚴重時病斑中央組織脫落而形

成穿孔狀。多數的病斑可互相癒合而呈不規則形狀的大塊斑壞疽，嚴重時葉片黃化、落葉。本病主

要傳播途徑依靠病斑上的分生孢子，病斑產生的大量孢子可以藉由風、雨水、人及工具等轉播。

十字花科蔬菜黑斑病防治策略如下：

1.種植健康種苗、種子。
2.種子消毒：溫湯 (50℃ )浸漬 25-30分鐘。
3.種植抗病品種。
4.注重田區衛生： 徹底清除罹病組織，避免殘留於田間及其周圍，以降低田間的感染源。
5.合理化施肥可使植物生長正常，維持植株健康度而強化其抗性。
6.建議在上午葉片露水乾燥後供水，避免傍晚時噴水。
7.輪作： 勿在發病田區內連續種植，以避免累積太多感染源，建議和水稻等禾本科作物輪作，

降低田間病原菌的族群密度。

尊重在地產業發展意願的原鄉部落產業輔導

紅龍果加工之應用 -粉圓加工

▲ 本場輔導武界部落
有機蔬菜及百香果
生產，並結合綠色旅
遊發展在地產業

1.將紅龍果汁與水混合加熱沸騰，沖入樹薯澱粉中，以手攪拌使水
與粉混合均勻後，搓揉成團狀。搓揉過程，若麵團太乾，可添加

少量的水；若麵團太濕，可再添加少量樹薯澱粉進行微調。

2.將麵團擀成片狀，以菜刀將麵團切割成約 1公分左右大小的立方
體，搓揉成圓形狀，即製成生粉圓。可於生粉圓表面撒上少許樹

薯澱粉，減少生粉圓沾黏的狀況。

3.於鍋子中加入約 2公
升的水，待水沸騰後，

將生粉圓加熱 10 分
鐘，關閉火源蓋燜 10
分鐘。起鍋後，以冷

水沖洗粉圓，並瀝乾

多餘的水分，加入 40
公克砂糖攪拌，即製

成紅龍果粉圓。

紅龍果粉圓製作配方

原料名稱 烘焙百分比 2(%) 重量 (公克 )
樹薯澱粉 1 100 200
紅龍果汁 40 80
水 22.5 45
合計 162.5 325

註：1可用地瓜粉取代樹薯澱粉製作粉圓。

        2為烘焙炊蒸業常使用原料計算方式，通常設定粉料重量為 100%，以粉料為基準計算
          其他原料相對百分比。

▲ 仁愛鄉萬豐有機蔬菜產銷班成員所生產之
蔬菜通過有機驗證，品質安全有保障

▲ 黑斑病在白菜葉上產生黑褐色
針狀小點

▲ 黑斑病在甘藍葉片
上產生之病斑、呈
同心輪紋狀、中央
有穿孔

▲ 紅龍果粉圓加工原料 (上 )與成品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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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蔬菜栽培散色光利用
文圖/陳葦玲

散射光 (Diffused light, Scattered light )是指光子與物質分子相互
碰撞，使光子的運動方向發生改變而向不同角度散射，在設施栽培

中可利用覆蓋物、塗料及內網的選擇應用達到散射的效果。散射程

度以霧度 (haze factor)表示，荷蘭瓦赫寧恩Wageningen大學定義出
植物體所接收到的散射光總和‘Hortiscatter’，較霧度更能代表實
際的散射率。

近年來有部分溫室覆蓋資

材由直射光改成散射光，散射

光玻璃霧度介於 20-80%、散
射 PE膜霧度 45-86%、散色塗
料也可產生霧度 40-80%，而
ETFE(F-Clean的基礎材料 )也
有不同散射率之商品。

散射光優點為水平分佈

較均勻、較無陰影及可穿透

到作物較底層的地方，因此光

線利用率提升，對於作物有比

較高的光合作用率，進而提高

產量與品質。在不增加輻射熱

的前提下，「光線永遠都不嫌

多」是設施栽培的原則！增加

1%光強度大致上可增加 0.8-
1%產量，而增加 10%散射光
Hortiscatter可增加 3%以上產

政令宣導

不同披覆資材光線穿透率及散射率

材質
垂直光線
穿透率 (%)

半球光線
穿透率 (%)

霧度
(Haze) Hortiscatter

ETFE clear 94.2  87.4 9 1

ETFE medium diffusion 92.4 83.3 37 16

ETFE high diffusion 93.0 81.1 85 62

PE/EVA clear 85-90 78-82 7-23 0-4

PE/EVA diffusion 85-90 73-80 80-97 64-92

PE medium diffusion 90.7 81.6 45 22

PE high diffusion 90.7 79.1 86 68

Standard horticultural 
glass clear 89-90 82 0

Diffused glass 90-91 85-91 20-80

本場動態
文/編輯室

改良課新進人員

施兪安 技佐

學歷：臺灣大學植物科學所碩士

專長：分子生物

工作職掌：雜糧育種及栽培技術改良研究

到職日：108年 10月 31日

電話：04-8523101#232

林延諭 助理研究員
學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碩士

經歷：臺東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專長：分子標誌開發、植物分子標誌輔助育種

工作職掌：植物分子標誌輔助育種

到職日：109年 2月 5日

電話：04-8523101#230

環境課新進人員

洪紹耘 助理研究員

學歷：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碩士

專長：土壤化學

工作職掌：土壤肥料試驗研究推廣、土壤污染

到職日：109年 1月 21日

電話：04-8523101#310

量。研究指出在同樣的光強度下，增加 10%散射率可增加設施番茄產量
2.5-3.5%、彩椒 5%、胡瓜 2.7-4.8%、玫瑰 1.7%及盆栽作物 7-9%；另可減
少直射光對植株造成之日燒現象，並避免設施內工作人員刺眼不適。

▲ 設施內直射光 (左 )與散射光 (右 )之差別

▲ 不同散射程度之披覆資材及塗料

▲ 直射和散射光線方向及穿透率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