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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心向農 ~ 李紅曦場長參加國產優質花卉行銷記者會

跨域合作  轉廢為金 108 年度科技部專案計畫實地考評會議圓滿完成

循環資材在平地百香果產期調節之應用觀摩會

談生物防治菌－無病原性尖鐮胞菌

馨心向農～李紅曦場長參加彰化縣國產優質花卉行銷記者會

肥料實名預購政策說明會

文 /編輯室 圖 /農經研究室

為了讓第一線同仁更加瞭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近期推

行之預購肥料補助措施，本場特

別於 109年 4月 17日邀請農糧署

中區分署姚士源副分署長與農業資

材課陳瑛課長，來場說明肥料實名

預購之政策及作法，並與同仁針對

政策內容進行互動與交流討論，讓

同仁面對農

友提出之疑

問時，可於

第一時間進

行溝通與說

明。  徐錦木助理研究員提問
與討論

文圖 /蔡本原

彰化縣田尾鄉是臺灣花卉生產重鎮與集散地，康乃馨種植面積約 33

公頃，占全國總面積達 80%，品種逾 60餘種。109年 4月 23日本場李紅

曦場長參加田尾鄉「春暖花開‧美麗的力量‧馨心向農」行銷記者會活

動，透過大提琴表演、採花體驗及插花 DIY活動，在董韋志青年農民的花

田區，與彰化縣王惠美縣長、農糧署中區分署楊宏瑛分署長、田尾鄉農會

楊春枝總幹事及與會貴賓等，一同邀請國人用行動力支持國產優質花卉。

李紅曦場長致詞時表示，防疫期間本場除持續致力提升花卉品種改良

研發技術，並與農友密切聯繫，提供不間斷輔導外，更利用臉書推播中彰

投地區優質花卉產地及花材搭配使用，並手繪園藝療育影片行銷花卉，皆

獲得極高的點閱率，藉此鼓勵消費者多多採購優質國產花

卉。李場長並說，此次疫情危機就是轉機，每個人可從自己

做起，藉由賞花、愛花及多買花，除了增添生活情趣外，亦

可以確保農友收益。五月是康乃馨的季節，國人可以藉由採

購花卉，表達對家人的關愛，此時更可療癒防疫時的身心與

提高生活品質。

隨後，李紅曦場長到田尾鄉農會關心肥料實名登記預購

補助措施，至肥料倉庫了解登記預購及系統操作，同時對農

會夥伴們的辛勞付出表示最高敬意。

▲ 花藝老師帶領各位貴賓進行插花 DIY活動後展示
成果

▲ 本場李紅曦場長、田尾鄉農會楊春枝總幹事、彰化縣王惠美縣長、彰化
縣田尾鄉林守政鄉長及彰化縣政府農業處邱奕志處長 (前排左至右 )，一
同邀請國人支持國產優質花卉

國產優質花卉

▲ 農糧署中區分署陳瑛
課長說明肥料預購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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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寮社區療育庭園介紹

跨域合作  轉廢為金
108 年度科技部專案計畫實地考評會議

圓滿完成

臺灣原生百合之美

文圖 /洪惠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試驗改良

場所共同執行科技部「農業事業廢

棄物加值利用關鍵技術開發與商品

化應用」專案計畫，第 2年成果暨

實地考評會議於 109年 4月 15日在

本場埔里分場召開，會中由計畫總

主持人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謝奉家

組長報告第 2年成果，經委員們諮

詢後由研究人員進行回應，再由各試驗合作廠商針對執行過程進行回饋。本

場李紅曦場長全程參與，並帶領委員及團隊人員至實證場域神農山莊與東埔

廢包處理場實地訪視。委員與研究人員針對試驗結果熱烈討論並提供建議，

對於計畫成果均給予肯定與期許。

文 /洪惠娟 圖 /農經研究室

109年 4月 27日
本場邀請中興大學園

藝學系張正教授蒞臨

本場，進行「臺灣原

生百合之美」專題演

講。張教授以多年調

查及研究臺灣原生百

合之經驗，介紹花色

艷麗的艷紅鹿子百合、消失百年的夢

幻傳說 -細葉卷丹、分布遍及高山與
海濱的臺灣百合、原生亞洲卻成為復

活節應景植物的鐵炮百合，以及可以

食用及藥用的野百合，內容豐富精采，

讓與會同仁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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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於農村

社區推動園藝療育計畫，包括：療育庭園設置、療育輔導人員培訓、

長者療育活動實務推動，以及效益評估工具使用，並規劃社區年度

園藝療育活動等。

隘寮社區位於南投縣集集鎮綠色隧道路段，土地多為農業生產

用，農產品以香蕉、紅龍果、鳳梨及荔枝為大宗。隘寮社區療育庭

園基地位於一處農地，平時有居民維護管理，使用對象以社區長者

為主，希望以香草療育花園為主軸，運用居民熟悉的植物、香草植

物及蔬菜，刺激體驗者的五感，增加社區居民體驗療育庭園的意願，

動線安排則以舒適簡單為主，並設置花架及座椅區，讓居民可休憩

使用。

香草庭園內以功能區分為：1.攀藤類果菜區：採用複合式高臺

棚架，讓攀藤類蔬果植物形成綠化牆，提供居民遮陰休憩的小空間；

2.香草體驗區：種植各類香草植物，提供長者觸覺及嗅覺體驗；3.可

食蔬果觀景香草區：種植金柑與辣椒，可供社區共餐用；4.香草觀

景步道：步道動線簡單圍繞著整個花園，提供舒適簡單的觀景路徑，

鋪面為碎石子。同時於培訓時藉由分組討論，規劃未來長者療育活

動包括到手香繁殖、金柑種子森林、花草渲染、雜草訴心情、葉片

拓印、押花卡片、香包、綠苔球及編織等，藉由場域建置與活動規

劃，達到園藝療育促進社交與身心健康的目的。

▲ 本場洪惠娟副研究員 (右 1)介紹香菇廢木屑
製作草花栽培介質之試驗成果與廢棄香菇柄
製作飼料添加物之技術開發

▲ 李紅曦場長 (左 )致贈張正教授紀念品

▲ 張正教授介紹臺
灣原生百合

▲ 本場曾宥綋助理研究員 (左 1)介紹以微生物
分解禽畜羽毛製作水解胺基酸之成果與應用

▲ 神農山莊黃冠儒先生 (左 1)介紹雞隻友善飼
養、廢棄香菇柄替代飼料試驗提高雞隻成活
率及雞舍墊料製作有機肥應用於蔬菜栽培之
循環利用

▲ 隘寮社區療育庭園施作後全景

▲ 依居民意願於可食蔬果觀景香草區 (右側 )及攀
藤類蔬果區 (左前方 )，種植薄荷、甜菊、迷迭
香、芳香萬壽菊、虎尾蘭、蝶豆花及辣椒等

▲ 療育庭園的植栽由社區居民合力
種植

▲ 施作前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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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資材在平地百香果產期調節之應用觀摩會
平地反季節栽培有新招 百香果初夏供果非難事

文圖 /陳俊位

為推廣中部平地百香果產期調節技術並提供農友設施作物栽培新選擇，本場利用菇

類剩餘物質循環資材，結合網室栽培與電照處理，成功克服平地栽培時冬季低溫及強風

導致授粉不良、葉片破損及果實擦傷等問題，成功於 4月產果供應市場。為推廣此一技

術，特於 109年 5月 8日假彰化縣福興鄉陳啟宗農友網室設施舉辦「循環資材在平地百

香果產期調節上之應用觀摩會」，由李紅曦場長及福興鄉農會林坤宏總幹事共同主持，

支持本場循環資材技術研發計畫的畜產試驗所黃振芳所長也蒞臨指導，共有 157位農友

參加，現場互動熱絡。

觀摩會由陳俊位分場長先就百香果產期調節及循環資材應用技術進行介紹，再由洪萱恩助理說明

百香果電照處理與液肥製作技術，接著進行田間觀摩。本次試驗係運用陳啟宗農友的網室設施，進行

台農 1號與滿天星 2個百香果品種產期調節，結合冬季期間夜間電照以增加開花期日照時數，另施用

菇類栽培介質循環利用所開發的保溫資材做根部保暖覆蓋，平時則定期噴灑木黴菌矽藻土液肥，並配

合蜜蜂授粉，則可將平地百香果定植期由以往的 2月延至 8月中旬。平地百香果產期調節在冬季易遭遇

寒流低溫影響開花與授粉，在今年即遭遇幾波寒流，此時施用保溫覆蓋資材與加強液肥之

澆灌與葉噴，可減輕寒流低溫對百香果開花授粉影響，結合網室更可減少東北季風造成葉

片破損及果實擦傷之情形，使試驗田區百香果結實纍纍！藉由此技術可將採收期調整為隔

年 4月至 6月，盛產期間適逢 5月初夏，可增加百香果非一般產季之供應。

李場長指出，經綜合應用本場產期調節技術套組，供應3月至5月初夏百香果市場需求，

每公頃生產鮮果總量達 10公噸，市價以每公斤 150元計算，可提升平地百香果農友粗收益

每公頃約 150萬元，不僅增加農友栽培利潤，亦填補缺果時期百香果之供應，創造農友與

消費者雙贏局面，並為平地網室設施農民增加栽培作物新選項。

 與會農友觀摩
百香果產期調
節及循環資材
應用於平地網
室設施百香果
之成果

▲ 觀摩會由本場李紅曦場長 (右 3)、福興鄉農會林坤宏
總幹事 (左 3)共同主持，循環農業計畫總召集人畜
試所黃振芳所長 (右 2)也蒞臨指導

溫室葡萄粉墨登場
文圖 /葉文彬

葡萄為溫帶果樹，在經歷冬

季休眠後，一般於 3月溫度回升

時萌芽，7月下旬開始為採收期。

然而在亞熱帶地區，葡萄呈現像

常綠果樹終年生長，在臺灣藉由

溫室設施、修剪催芽及夜間燈照

技術，可調整產期於 3月中旬就

開始採收，持續至 6月上旬。目

前溫室葡萄主要栽培品種為「巨

峰」，於 49年引進，設施栽培則

於 61年開始，經本場不斷調整生

產技術，進行夜間燈照技術研究，

在彰化已可穩定溫室葡萄生產，

成為地區重要特色果樹。

成熟葡萄「巨峰」果皮為紫

黑色，具有果粒大、肉質 Q、糖酸適中、有特殊香氣與濃郁果粉等特

性。溫室葡萄果粒發育及轉色期為 2月至 5月，由於此時期日夜溫差

大，有助於果實轉紫黑色，另一方面，設施保護降低外界環境影響，

顯著減少病蟲害防治用藥，使溫室葡萄即使不套袋也可有完整果粉，

所以說溫室葡萄「粉」「墨」登場。3月中旬至 6月上旬是溫室葡萄

主秀場，喜歡葡萄的消費者，選購時請注意果粉完整且果皮呈紫黑色

為品質保證，此時期葡萄果肉甜中帶酸，食用前只要整穗用水沖洗即

可安心享用。

▲ 臺灣利用設施、修剪及夜間燈照技術
調節葡萄於 3月至 6月生產

▲ 溫室葡萄果粉完整，果皮顏色呈紫黑
色，食用前整穗以清水沖洗即可

 配合本場產期
調 節 技 術，3
月至 5月網室
百香果果實已
轉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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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6月 3日 -6月 5日 農民學院果樹採後處理班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6月 11日 109年度臺中區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6月 17日 -6月 19日 農民學院園藝入門班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6月 29日 -7月 3日 農民學院土壤肥料及微生物管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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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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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圖 /于逸知

各地天氣回暖，荔枝、龍眼開始進入花期，也是攸關豐收與否的重要時期。由於荔枝、龍眼花需藉由蜜蜂等昆蟲授粉才能發育成果實，

許多蜂農也會跟果農合作生產龍眼蜜，故一般開花期並不適合噴灑農藥防治害蟲。然而，此時亦是荔枝與龍眼大害蟲「荔枝椿象」活動、

覓食及產卵的時期，若農友發現園內有荔枝椿象，建議可採用物理性防治法捕捉，或是以非化學農藥資材來輔助防治。

物理防治法可針對害蟲及蟲卵來分別處理。荔枝椿象不論成蟲或若蟲都具有「假死」的習性，只要受到驚擾，即會從樹上摔落假死欺敵。

因此可以利用此習性，以棍棒敲打植株，驚擾椿象使之掉落，下方再以套有塑膠袋之網框承接，最後再將塑膠袋封口，放置太陽下約 30分

鐘至半天後，袋內之荔枝椿象就會窒息死亡，此法相當簡便，且不需使用任何藥劑，惟須注意操作時的

安全。「摘除卵片」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治工作，荔枝椿象的卵塊沒有毒性，可以徒手摘除，平均每摘除

一片即可減少隔年約 900隻的若蟲，相當有效率。此外，彰化縣及臺

中市今年持續推出了「卵片收購計畫」，讓大家可以同時防治兼賺點

外快喔！

農友亦可以利用肥皂水及洗碗精，以水稀釋約 300倍後調製成噴

劑，噴灑於植株來防治荔枝椿象 (對若蟲效果較為顯著 )，荔枝椿象

遭噴灑後會立即窒息死亡。使用肥皂水噴劑時須注意應均勻噴灑於蟲

體腹面，且避免於中午前後陽光強烈時使用，以免產生藥害。

辣椒炭疽病之發生與防治

文圖 /郭建志

辣 椒 (Capsicum annuum L.)
為茄科作物，是國內普遍栽種的

香辛作物之一，亦屬於連續採

收作物，依據 107年農業年報統
計，全臺種植面積達 1,257公頃。
辣椒栽培過程中，炭疽病為辣椒

重要的病害，可由數種病原真菌

Colletotrichum spp.造成，病原菌
感染果實初期會產生紅褐色病斑

(圖 1左 )，之後病斑逐漸擴大向
下凹陷並產生黑色小點，此為炭

疽病之分生孢子堆，後期辣椒果

實會乾扁皺縮，罹病的果實或葉

片掉落地上，當環境遇高溫高濕

時，病斑上會產生粉色分生孢子

(圖 1右 )，可藉由風吹或雨水飛
濺傳播，再次造成果實感染，發

生嚴重時會造成落葉及果實凹陷

乾縮 (圖 2)，造成產量損失。因此，辣椒炭疽病之管理方式如下：
1.落實田間衛生管理：清除田間罹病辣椒果實，降低病原菌感染
源密度。

2.栽培管理：避免過度施肥，辣椒種植株距避免過密，保持良好
通風，降低田間濕度，使炭疽病菌不利擴展與入侵。

3.化學藥劑適時防治：栽培期間遇高溫潮濕時，可於辣椒炭疽病
發生初期，使用防治藥劑，防治藥劑請參考農藥資訊服務網。

▲ 圖 2 田間辣椒炭疽病發生時情形，
果實凹陷乾縮以及落果現象

▲ 荔枝椿象卵塊可以徒手摘除，能有
效減少其族群數量

荔枝椿象非化學農藥防治法介紹

▲ 圖 1 辣椒炭疽病初期於果實側邊
出現紅褐色病斑 (左 )，後期
病斑凹陷，並出現黑色小點
(右 )

談生物防治菌－無病原性尖鐮胞菌

文圖/王照仁

由 Fusarium oxysporum引起的作物萎凋病，被列為全球十大植物病
原菌之一，至今仍無適當的物理、化學或耕作方法防治，然抑病土的

發現使防治作物萎凋病出現一道曙光，且經研究證實抑病土壤中所存

在的微生物是主要抑病的因子。目前全球已有許多研究指出，抑病土

壤中存在的無病原性尖鐮胞菌，確實具有延緩作物萎凋病病勢發展的

能力。而國內也同樣發現到萎凋病抑病土的存在，且同樣從中分離獲

得了無病原性尖鐮胞菌菌株，經測試該菌株可以有效延緩胡瓜萎凋病

之病勢發展，為一極具潛力的生物防治菌。有關無病原性尖鐮胞菌防

病機制，目前已被證實具有競爭養分、降低病原菌厚膜胞子發芽能力

或競爭植物組織內的生長空間。此外，無病原性尖鐮胞菌亦能誘發植

物產生防禦反應，進而引起誘導性抗病，然防病機制會依菌株不同而

在程度上有所差異。目前於田間實際應用無病原性尖鐮胞菌防治作物

萎凋病已有成功案例，然病原菌與無病原性尖鐮胞菌的生態與菌株特

性仍需進一步釐清，且須找出最符合自然狀態的施用模式，如此方能

提供一個較穩定的生物防治系統。

▲  非抑病性土壤無法有效延緩萎凋病的發生，而抑病性土壤則具有抑制萎凋病發展
的特性 (非混菌土指土壤內不添加任何胡瓜萎凋病菌，混菌土指土壤內添加胡瓜
萎凋病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