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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枝處理有妙招 葡萄復育產量好「循環資材在葡萄樹勢復育與廢棄枝條處理」田間觀摩會

夏季結球白菜栽培秘訣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社區療育庭園

胡瓜蔓枯病之發生與管理

廢枝處理有妙招 葡萄復育產量好
「循環資材在葡萄樹勢復育與廢棄枝條處理」田間觀摩會

果樹採收後處理班增進學員為果實凍齡能力
文圖 /陳世芳

本場於 109年 6月 3日至 5日辦理農民學院果樹

採收後處理班，洪梅珠副場長開訓時表示，採收後處

理包括採收、清洗、修整、選別、分級、包裝及貯運

等流程，歡迎學員研習相關之知識與汲取貯運包裝之

實務經驗，應用於果品保鮮及貯運，降低產品損耗。

本次課程由中興大學與本場講師，以深入淺出方式進

行教學，內容涵蓋採後處理總論、採後包裝及貯運、

採收後預冷作業、採後特別處理作業，採收及分級處理、採後生理及生理障礙、

採後病害防治及有益微生物應用。另實例介紹芒果、紅龍果、梨、香蕉、葡萄、

柿及番石榴之貯藏，使學員對採收後處理有深入的認識，有助於內外銷時延展保

鮮期，調節產銷與確保品質，培育精實的果品採收後處理人才。

文圖 /陳俊位

中部地區近年來因氣候影響導致葡萄樹勢衰弱產量銳減，加上葡萄修剪下來的枝條無

法燃燒處理，造成農民管理上的困擾。本場利用菇類剩餘物質開發出分解資材結合木黴菌

液肥，讓葡萄樹勢恢復，也加速田間廢棄枝條的分解，讓葡萄恢復生長，種出香甜 Q彈的
葡萄！為推廣此一技術，特於 109年 5月 27日，假彰化縣埔心鄉胡志豪農友處召開「循
環資材在葡萄樹勢復育與廢棄枝條處理」田間觀摩會，由本場李紅曦場長及埔心鄉農會張

旗聞總幹事共同主持，共有 120位來自各地的農民前來參加，現場互動熱絡。
觀摩會由陳俊位分場長就循環資材在葡萄樹勢復育與廢棄枝條處理之應用進行介紹，

再由洪萱恩助理說明液肥製作技術與農業循環物質菇類堆肥處理劑，應用在田間與枝條處

理上之施用方法。本次示範係運用菇類剩餘物質接種木黴菌開發出的新型資材分解劑，在葡萄剪枝後催

芽前，將地上枝條集中於葡萄植株間撒施資材分解劑，隨後將整包分解劑置放於萄萄植株基部，平時定

期噴灑木黴菌液肥，除加速枝條分解外，亦具保護根系之效果。在今年幾波寒流來襲時，同一時間開花

授粉之葡萄皆受到低溫影響，利用新型態資材分解劑有類似暖暖包的效果，保護葡萄根系不受低溫影響，

故能降低寒流的傷害。除讓葡萄根系恢復發育，植株復育達 70-80%，配合木黴菌液肥施用更能提高開花
著果量，果實轉色正常，產量增加 20-30%，示範區葡萄果實結實纍纍香氣四溢鮮甜 Q彈。

近年來葡萄栽培因為氣候異常及農友施用的肥料因素，導致葡萄植株樹勢衰弱、生長不良、果實產

量少、著色差及品質口感不佳，而近日豪雨也造成採收期的葡萄受到影

響。採收後農民修剪下來的枝條如無妥善處理，易成為病蟲害躲藏的溫

床。藉由本場所開發的循環資材分解劑可有效加速枝條分解並復育葡萄樹

勢。近年為減少空氣汙染的危害，政府禁止焚燒枝條，葡萄修剪後之枝條

若撒上此處理劑，除能加速枝條分解，分解之枝條也能增加土壤中有機質

的含量。臺灣每年產生之廢棄菇包約為 22-25萬公噸，若能將其變為新型
態之肥料或處理劑，除能將農業剩餘物質進行循環再利用，亦能降污減廢

並維護農業生態環境永續經營。

▲ 觀摩會由李紅曦場長 (中 )及埔心鄉農會張旗聞總幹事
(左 )共同主持

▲ 中興大學林慧玲教授講授
採後處理總論

▲ 洪梅珠副場長 (前排中 )主持開訓並與學員合影

▲ 大雨也澆不熄農友的熱情，現場踴躍
發問並與研究人員討論相關技術

▲ 洪萱恩助理 (右 )介紹有機液菌肥的
製作及田間施用要領

▲ 胡志豪青年農民現場示範葡萄
廢棄枝條處理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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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結球白菜栽培秘訣

農業技術交易網 -
尋找農業技術寶藏的好幫手

李金龍講座教授及林慧玲教授帶領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學生至本場參訪

文 /陳世芳

科技研發日新月異，推動傳統農業演進至知識農業、智慧農業，

世界各國農政單位對於研發的投入皆不遺餘力，以掌握多數關鍵性的技

術。國內農業之研發量能多集中於公部門試驗研究單位，從事各種創新

農業技術或改良品種開發新商品，有前瞻思惟的農企業與農民為了尋求

市場利基，如缺少研發人才與資金者，則可透過技術移轉方式承接新品

種新技術，加速研發時程，與節省投入之成本與提升產能。

農民欲瞭解農產品在批發市場之價量，可透過農產品市場交易行情

站查詢，若想獲知國內農業研發供應資訊，則可運用農委會農業技術交

易網 (https://tatm.coa.gov.tw/)。該網站將可公開之資訊向大眾展現，提
供國內外產學研可交易之農業技術及智慧財產資訊，促進技術媒合，協

助農企業取得所需之農業技術，以活絡農業技術智財並流通與運用於市

場。使用者可加入會員，接收完整且客製化之

服務，包括「技術媒合」、「研發成果」及「活

動訊息」等項目，其中「技術媒合」項下包含

「技轉公告」、「專屬授權預告」及「客詢技

術」。

您還在苦思怎麼優化商品創新技術？推薦

您到農業技術交易網，按技術內容分門別類尋

找生物技術、安全農業、設備資材、食品加工、

美容保健、栽培量產、品種與其他等項目，會

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您也可訂閱電子報，掌握

最即時之農業研發成果訊息，以及農委會暨所

屬機關最新之技術移轉公告，及早發現寶貴的

技術增加合作機會。

文圖 /杜易倉

為讓學生了解中部

地區園藝產業現況及相

關試驗研究，中興大學

講座教授李金龍教授及

園藝學系林慧玲教授帶

領「園藝產業發展之評

析」課程學生一行 39
人， 於 109 年 5 月 21
日至本場參訪。經本場

李紅曦場長致詞表達歡迎後，隨即由葉文彬副研究員及徐錦木

助理研究員介紹本場無籽萄葡及酪梨的田間試驗現況；下午則

由陳葦玲副研究員引領至彰化縣農會埤頭農場「蘆屋」參訪設

施蘆筍栽培，再由陳盟松副研究員帶領至詠豐葡萄果園，介紹

巨峰葡萄栽培與相關產業現況。

透過本次參訪及問題討論，學生們表示對中部地區園藝產

業現況更加了解，藉由學理與實務相互驗證有利課堂的學習及

構思臺灣農業的未來。

文圖 /林煜恒

結球白菜屬十字花科蔬菜，原產於中國，主要可分山東白菜、

天津白菜、皇京白菜及彰浦白菜等類別。結球白菜於臺灣可全年進

行生產，其葉球食用風味佳，用途廣，深受消費者喜愛，栽培面積

約 2,200公頃，其中彰化縣溪州、埤頭及竹塘鄉為中部主要產區。

結球白菜性喜冷涼，夏季栽培時常因高溫造成結球不易、葉球不緊

實或因鈣元素吸收受阻而造成頂燒症及爛心情形之發生。為確保夏

季結球白菜之品質及產量，提供夏季栽培結球白菜要訣如下，供農

友參考使用。

1.品種選擇：選用耐熱性佳、較早生之品種進行栽種，如‘56’、 

‘4號’及 新‘28’等。

2. 有機肥及鈣肥適量補充：夏季高溫常使結球白菜對鈣元素吸收能

力降低，建議在整地作畦前可於農改場進行土壤

肥力分析，並依分析結果，適度施用有機質肥料

及含鈣之資材，如石灰石粉、苦土石灰、過磷酸

鈣等作為基肥進行補充。

3. 適當氮肥施用：夏季結球白菜栽培時應遵循合理

化施肥原則，尤應避免氮肥之過量使用，可降低

頂燒症之發生。另因銨離子會與鈣離子競爭，使

植物鈣元素吸收量降低，因此夏季栽培結球白菜，

應減少銨態氮型態之肥料施用。

4. 結球期適度噴施氯化鈣：結球白菜快速結球時，

如遇高溫，鈣元素不易經由蒸散作用到達內葉，

▲ 您可透過農業技術交易
網，獲知國內最新農業研
發供應資訊 (圖 /農委會 )

▲ 本場李紅曦場長 (中排右 4)、中興大學李金
龍教授 (中排右 5)、林慧玲教授 (中排右 3)
及學生們合影

▲ 彰化縣農會埤頭農場張永坤場長
(左 1) 向師生們介紹蘆筍苗培育

▲ 本場徐錦木助理研究員 (右 1)介
紹酪梨試驗栽培

常造成心葉葉緣腐爛、褐化及葉球中心枯黃之現象。建議可於結

球期，每 4-5天噴施 0.3-0.5%氯化鈣水溶液，連續施用 2-3次。

5. 軟腐病預防：春夏季颱風豪雨淹水過後伴隨之高溫，易造成結球

白菜細菌性軟腐病之發生，造成嚴重經濟損失。建議於高溫期栽

培結球白菜，應作高畦，遇雨時需注意田間排水，同時於結球期

前後，每 7天施用 68.8%多保鏈黴素可濕性粉劑，連續施用 3次，

可降低夏季軟腐病發生之機率。惟應於採收前 12天停止施藥，

並於採收時進行外葉剝除。

6. 合適採收期：適合夏季栽培之結球白菜品種多於定植後 35-40天

即可進行採收，建議可依定植後日數及葉球緊密度決定合適採收

期，因結球白菜頂燒症易發生於採收前 1-2週，應避免延遲採收，

而造成品質下降。

▲ 高溫期結球白菜不耐淹水，夏季進行栽培生產時，應作高畦，豪
雨過則加強田間排水

▲ 夏季栽培結球白菜，常因高溫使
鈣元素吸收與運移受阻，而造成
頂燒症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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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霧峰區吉峰社區療育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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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農村社區的遴選、療育庭園的設置、

療育輔導人員的培訓、長者療育活動的設計、帶領的實務，以及效

益評估工具的使用，並規劃社區年度園藝療育活動表等。

吉峰社區位於臺中市霧峰區，是該區人口最多的里，居民高齡

化，故設立關懷據點服務社區長者。療育庭園之基地，主要提供鄰

近居民及長者使用，設計元素以竹為主，打造成植栽牆，並設置長

者可觸摸及種植的香草植栽花台；另應用石板鋪面，讓長者安全的

使用現地；植栽部分則選用色彩鮮艷的草花，結合當地的香蕉樹，

除喚醒長者對香蕉與竹的記憶，刺激長者感官體驗，同時也能作為

社區里民休閒娛樂的地方。

居民合力種
植療育庭園
植栽

▲ 吉峰社區懷舊之療育庭園施作後全景▲ 霧峰區吉峰社區選用之療育庭園基地，於施作前情況

▲ 以懷舊之竹作為基地之牆面，選用直
徑較大的竹，挖空作為容器，讓長者
可以不用彎腰就完成草花或蔬菜種植  

▲ 依長者與居民需求，布建可休憩及進行療
育活動之庭園

本場辦理彰化芬園農業技術團
農業專業訓練 提升學員農業技能

臺中區家政推廣人員
專業訓練圓滿完成

文圖 /曾康綺

本場於 109年 5月

19日起舉辦「109年度

改善農業缺工計畫 -彰

化芬園農業技術團農業

專業訓練」，針對 20名

學員，規劃「以課程理

論為輔，著重農事工作實務」之訓練，為時共 10天計 78小

時。課程由本場李紅曦場長主持開訓，肯定在芬園鄉農會努

力下，107年成立之農業耕新團，獲農委會輔導處同意提升

為農業技術團，期勉參訓學員戮力學習農業生產知識及累積

專業技術經驗，以持續精進農事技能，除可提高收入，並為

地區季節性缺工盡一份心力。芬園鄉農會黃翊愷總幹事亦特

地親臨會場，鼓勵所有學員認真學習，強化農事服務能量。

文圖 /張惠真

本場於 109年 6月 11日舉辦臺中區家

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以增進家政推廣人員

專業知識及工作連繫，本次活動有中部各地

區農會的家政督導及指導員共 78人參加。

課程由李紅曦場長主持開訓，說明訓練

目的並表達歡迎之意，接著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郭愷珶技正說明「農村綠色照顧」工作

內容及課程規劃，期望將農業結合長照關懷

農村高齡者。下午「農業療育 -健康園藝活

動」課程，由衛福部延老案園藝輔助治療師

資劉娪瑈老師從設計、運用與實作，引導學

員深入了解農業療育的意義與做法。今日課

程在大家快樂的學習中圓滿完成，希望學員

能將所學，應用於目前工作的推動。

▲ 李紅曦場長 (中排右 6)、芬園鄉農會黃翊愷總幹事 (中排右 7)與
學員合影

▲ 學員於蘭花溫室實習春石斛蘭換盆▲ 李紅曦場長主持開訓，說明訓練
目的並表達歡迎之意

▲ 郭愷珶技正說明家政推廣的挑
戰 -農村綠色照顧的推動

▲ 劉娪瑈老師帶領「農業療育 -健
康園藝活動」

 學員專注進行健康園藝活動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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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6月 23日 本場科技研發成果發表交流會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7月 14日 -7月 15日 彰化芬園農業技術團 -農業 (農業機械 )專業訓練課程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7月 16日 -7月 17日 臺中石岡農業技術團 -農業 (高接梨 )專業訓練課程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7月 22日 -7月 24日 農民學院農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8月 3 日 -8月 7 日 農民學院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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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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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志、張世杰

蔓枯病 (Gummy stem blight)係由病原真菌 Didymella bryoniae (無性世代 Stagonosporopsis 

cucurbitacearum) 所引起，可感染多種瓜類作物，包含胡瓜、洋香瓜、南瓜、絲瓜、西瓜與苦瓜等，

常發生於連續降雨、通風不良及植株種植與生長過密之環境條件。此病原可存活於種子、罹病

組織及土壤中，可感染胡瓜幼苗、莖蔓、葉部及果實部位，嚴重時造成蔓枯死亡，農友俗稱「敗

頭」。此病原於胡瓜之地際部或莖節部感染時，初期會呈現綠色水浸狀病斑，之後呈現縱裂褐

化病斑，並有暗褐色膠狀物產生，受害莖部剖開後組織變為褐化腐敗及木栓化現象，發生嚴重

時瓜蔓萎凋枯死。此病原可藉由種子帶菌，或是存活於罹殘體上，並以厚膜孢子的形態於土壤

中越冬成為下一期的感染源。高濕度的環境下，有助於病原入侵及病害發展，感染植株後之病

斑上產生的分生孢子及子囊孢子會再進行反覆傳播及感染，孢子可經由風、雨水及灌溉水傳播。

本病害之管理可參照下列方式：

1.落實田間衛生管理：早期發現罹病植株，若已發生嚴重植株則應拔除並移出田間，勿棄置於

田間溝邊，做好清園作業，以降低病原菌的感染源族群及蔓延機會。

2.適期施用化學藥劑：蔓枯病防治主要以施用化學藥劑為主，農友可於好發時期如雨季時，於

發病部位施用藥劑進行預防及初期病害發生時治療，可選用 2-3種瓜類蔓枯病防治藥劑，例

如 23%亞托敏水懸劑 4,000倍與 50%撲滅寧可濕性粉劑 2,000倍等，並注意安全採收期規範，

避免藥劑殘留過量。

3.施行輪作方式：長期連作瓜類作物，會使得蔓枯病菌族群增加，病害發生頻度上升。因此，

建議與非瓜類作物或水稻進行輪作 1年以上，以降低病原菌族群數量及減少病害發生。

▲ 胡瓜幼苗期受蔓枯病菌感染之徵狀

胡瓜蔓枯病之發生與管理

設施栽培 ~塗料應用
文圖/陳葦玲

臺灣設施栽培常面臨到

強光及高溫的環境逆境，一般

農友常選擇用遮陰網來降低設

施內溫度，但往往也會影響光

線穿透率及自然通風性。塗

料 (coating)為設施栽培用於調
節溫度和光線的方法之一，可

噴灑於溫室被覆資材之上，在

歐美地區溫室生產使用非常頻

繁。依功效可分為 3種：1.具有隔熱降溫效果之塗料，其會反射紅外光減少
設施內所累積之太陽輻射熱，但同時也會造成光合作用有效光 (photosynthetic 
active ration, PAR)不同程度地漸少；2.增加散射光線之塗料，除擋掉部分紅外
光外，並同時改善光線水平和垂直分佈，可減少冠層的光壓力，提高中下層

葉片光利用效率；3.具阻斷特定光源之塗料，如荷蘭Mardenkro B.V ReduFlex 
Blue溫室抗藍光塗料，其特點是反射相對較多的藍光 (藍光抑制植物生長，
造成節間變短、分枝減少、葉面積變小 )，透過改變藍光和紅光之間的比例，
會讓作物產生更多的伸長效果，可用於切花生產上。

然而，塗料在臺灣設施栽培應用

上仍較少使用，主要原因為成本及使

用方便度之考量；此外在使用塗料時，

仍需了解作物的光生理需求，以選擇

適當的塗料種類及使用時間，並可與

遮陰網相互配合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 胡瓜莖部感染蔓枯病，病斑出現褐色膠狀物及
黑色柄子器和子囊殼 (左 )，內部呈現褐化腐
敗病徵 (右 )

▲ 荷蘭Mardenkro B.V所生產 ReduSystems溫室塗料
種類及其於不同光譜波段半球透射率

▲  夏季臺灣盆花生產業者使用設施塗料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