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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福利百分百座談會

本場科技研發成果發表交流會圓滿擴展技術

八十八的好味稻 - 倪振育青農介紹

美麗花蝴蝶 - 蝴蝶蘭的樹植栽培要點與技術

本場發表荔枝椿象防治最新突破！

魔鬼剋星「淡紫菌」登場記者會

農民福利百分百座談會

文圖 /羅佩昕

本場於 109年 6月 18日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開記者會，由李紅曦場長主持，發表『荔枝椿象防治
最新突破！魔鬼剋星「淡紫菌」登場』，希望藉由淡紫菌的開發，提升荔枝椿象綜合防治成效，達到減少

化學農藥施用的目標。

荔枝椿象是荔枝與龍眼的重大害蟲，導致作物產量損失也增加農友防治成本，另常棲息在臺灣欒樹等

林木，分泌腐蝕性臭液可灼傷人體，造成民眾恐

慌與不便。為減少荔枝椿象危害並兼顧安全農

業，本場首度發表「淡紫菌 TCTeb01菌株」，
該菌株成功自田間分離，經測試證實淡紫菌對荔

枝椿象成蟲可達 80%以上的致死率，防治效果
優異，可謂荔枝椿象的魔鬼剋星。目前淡紫菌

TCTeb01已通過初步動物毒理測試，具動物安全
性，刻正規劃菌種專利及量產試驗，朝微生物農

藥商品化方向發展，可望成為綜合防治關鍵新利

器，進而減少化學農藥施用。

文圖 /吳建銘

為使農民充分瞭解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業保險等相關福利政策，並鼓勵農民積極

參加以享政策實施帶來的益處，本場於 109年 7月 15日假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

辦理「農民福利百分百座談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駿季副主委、本場李紅曦

場長與信義鄉農會黃志輝總幹事共同主持，與會農友與產業單位代表等共 226人。

陳駿季副主委致詞表示，為照顧農民除既有農民保險與老農津貼外，另開辦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保障務農潛藏的職業傷害，開辦農作物保險保障務農收入，並將於

110年 1月 1日開辦農民退休儲金制度，提升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本次會議除宣導

重要農民福利政策外，也透過座談會雙向互動彙集意見，作為政策推行參考。李紅

曦場長致詞時感謝信義鄉農會提供場地與召集農友，以及先前辦理農民生活津貼補

助業務的協助，並表示農改場會持續協助農友提升生產技術。信義鄉農會黃志輝總

幹事則表示感謝農委會舉辦座談會說明政策內容，未來將會全力配合政策推動。隨

後由本場蔡本原助理研究員說明農民退休儲金與農業保險等政策。

座談會由農委會輔導處、農糧署、農業金融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南投縣政

府農業處、信義鄉公所、農會及農畜試驗改良場所等相關單位共同列席，除了儲金

制度，農友也提出許多當地最關心的耕作用地等問題，陳副主委已指示將召集相關

單位共同研議，期能務實解決農友問題，達到政府照顧農民的決心。

▲ 綜合座談現場針對農友問題逐一答覆

▲ 農友踴躍出席座談會以了解當前政府推動之農民福利政策

▲ 淡紫菌感染荔枝椿象，自體節間
隙 (左 )與氣孔 (右 )生長出淡紫
色的絨毛狀菌絲

▲ 淡紫菌培養在培養皿上的形態▲ 魔鬼剋星「淡紫菌」研發團隊與防檢局陳宏伯組長 (右 2)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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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科技研發成果發表交流會圓滿擴展技術
文圖 /林靈

為促進科技研發成果與農企業等產業界進行交流合作，本場特於

109年 6月 23日首度舉辦「科技研發成果發表交流會」，除發表 22項
具有商品化潛力之品種、栽培與加工技術、農業資材及省工機具等成

果，並舉辦「一對一洽談會」，期藉成果發表及洽談進行產業及合作

雙向交流，以加速研發成果落實產業應用。本次活動成功吸引研發人

員、產業界及農會等農企業者共 150人參加，參加一對一洽談業者則
有 34人次。

李紅曦場長開場致詞表示，農業試驗單位有豐富的研發成果，除

無償推廣外，亦希望透過技術移轉授權方式，將研發成果與產業對接，

擴大研發效益以推進產業，另透過與業者一對一洽談，使研發方向與

產業需求一致，期成果能確實應用於產業。 
本次發表主題包含稻米、紫錐菊、春石斛蘭、番茄及梨等優質作

物新品種，亦介紹果菜類介質水耕栽培系統、國蘭帶介質外銷處理及

紅心番石榴不同成熟度貯運等技術。考量友善環境資源永續利用，另

發表非農藥資材防治病蟲害與資材應用等 8項技術，而為提高紅龍果
與米穀多元利用，研發紅龍果熱風乾燥技術及米豆米粉，增加作物櫥

架壽命及商品價值。此外，研發出曳引機附掛式芋苗種植機、蕎麥離

心式脫殼機等省工機具以解決農業缺工問題。與會業者對發表主題興

致滿滿，並踴躍參加一對一洽談，透過產研雙向交流，增加溝通與合

作機會，使研發成果更得以產業落地應用。

▲ 業者與研究人員進行洽談

  研究人員進行研發成果發表 

▲ 業者與會交流 

「水稻病蟲害綜合管理暨農藥減量成果觀摩會」活動紀實
文圖 /廖君達

田間施用化學農藥並非防治水稻病蟲害唯一的選擇，輔導農民採用多樣化

的管理技術來推動水稻病蟲害綜合管理，可達到化學農藥減量 55.5 %的結果。
為宣導本項成果，本場特於 109年 6月 19日假臺中市烏日區螺潭里水稻田召
開「水稻病蟲害綜合管理暨農藥減量成果觀摩會」，由洪梅珠副場長及烏日區

農會楊義榮總幹事共同主持，有 122位農民前來參加，觀摩會現場互動熱烈。
本次示範觀摩分為稻種藥劑處理區、整地二氧化矽處理區及農民慣行管理

區共 3區。稻種藥劑處理區之稻種於水稻育苗場混拌藥劑，可預防葉稻熱病、
紋枯病及二化螟等主要病蟲；二氧化矽處理區於細整地前施用二氧化矽 70公
斤 /0.1公頃，可增加葉片及葉鞘組織強度，提升對病蟲害的抗性；慣行管理區
則依照農民現行的作業方式。此外，插秧後預留秧砧監測葉稻熱病、配置性費

洛蒙誘蟲組監測二化螟成蛾的族群動態，並依據本場發布的水稻病蟲害發生警

報及水稻生育階段等資訊，以決定病蟲害的防治時機及施用藥劑種類。

農民慣行管理區於水稻分蘗盛期及抽穗前 3天各施藥 1次，全期施藥 2次，
共施用 9種化學藥劑；稻種藥劑處理區及二氧化矽處理區均於抽穗前 3天施藥
1次及 4種藥劑，較慣行管理區減少 1次施藥及 55.5%的藥劑。而且，稻種藥
劑處理區的穗稻熱病罹病程度 (7.3%)，顯著低於慣行管理區 (12.6%)；稻種藥
劑處理區與二氧化矽處理區的紋枯病罹病高度 (20.9、22.7公分 )，均顯著低於
慣行管理區 (32.6公分 )。至於二化螟危害的白穗率及斑飛蝨數量，於各處理
間無明顯差異。

對於水稻病蟲害的防治，應做好料敵機先、病蟲監測、病蟲預警、適期防

治及考量藥劑特性等綜合管理技術，同樣可以有效防治水稻病蟲害及降低化學

藥劑使用，以達成農藥減量的目標。

▲ 廖君達副研究員說明水稻病蟲害綜合管理暨農藥減量執行成果

▲與會農友熱烈參與觀摩會

109年 6月 16日臺灣成為口蹄疫非疫區！

防疫里程碑

資料來源/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資料來源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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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料及微生物資材進階班」培訓學員土壤環境管理知能

水活性 -食品保存的好朋友

文圖 /任珮君

自從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成立後，常常會有農友帶著自己種

的作物來詢問果乾的製作方法，其中又以「要怎麼判斷我的果乾已

經達到乾燥標準」為最常見詢問之問題。翻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

則第 37條「產品水活性在 0.85以下，得於常溫貯存及販售」、第
38條「產品水活性大於 0.85其貯存、運輸及販賣過程，均應於攝
氏 7℃以下進行」、「產品水活性在 0.94以上保存期限應在 10日
以內。」，由此可知水活性和食品的保存具有密切的關係。

到底什麼是水活性？水活性其實是指食品組織當中自由水含

量，因自由水可參與化學性、生物性，以及酵素性反應，隨著儲藏

時間的增加，農產品品質會發生劣變、趨向腐敗，常被作為食品保

存的觀察指標。水活性的分析可利用水活性測定儀進行測定，分析

數值介於 0-1之間。一般新鮮農產品含有高量的自由水，其水活性
接近 1，就食品保藏而言，食品常見微生物：細菌、酵母菌與黴菌
適合生長之水活性，分別為 0.90、0.88與 0.70。當食品中的自由水
含量低於適合微生物之水活性含量，可抑制該類微生物生長。是

故，我們可利用加工技術降低產品中自由水含量，以達到食品保藏

之目的。

至於，法規中為什麼會以水活性 0.85作為產品常溫或冷藏儲
藏條件之依據？其原因是因為於常溫條件下，細菌和酵母菌生長速

率相較於黴菌快許多，為避免食品品質快速劣變，故設定能抑制此

兩類微生物生長之 0.85，作為評斷產品是否得常溫儲藏條件之界
線。果醬、蜜餞類產品因考量塗抹之便利性，通常會熬煮至水活性

介於 0.65-0.85之間。然而，其含有較高的自由水含量，仍適合黴
菌生長繁殖，故開封後應儘速吃完，或改以冷藏方式儲藏。果乾類

產品，為確

保產品於常

儲藏品質之

穩定性與安

全性，通常

會乾燥至水

活性含量 0.7
以下。

文圖 /陳世芳

面對氣候變遷的環境，農友對於肥料及微生物資材種類的需求日趨多樣，本場

109年 6月 29日至 7月 3日辦理土壤肥料及微生物資材班。李紅曦場長主持開訓表示，
本場一年服務轄區農友的土壤肥力檢測及植體營養診斷達 2萬多件，也辦理農業循環
資材田間試驗觀摩會，將正確施肥觀念與新技術傳遞給生產者，期許學員懂得學理之

後，把握機會認識講師與農業先進互相學習。

訓練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操作，涵蓋肥料特性與合理化施肥、認識土壤種類及特

性、有機質肥料資材常見問題、液體肥料調配與管理、芽孢桿菌製劑導入作物病害管

理應用、問題土壤診斷和解決對策、土壤和植體採樣技術及解析、作物推薦施肥量、合理化施肥量

之估算、土壤和肥料肥力檢定實作、堆肥製作及實習，以及微生物製劑之應用與實作等 16門課程。
學員從操作中學習，也提出農場土壤肥料與作物營養管理的疑問與症狀討論，講師熱心指導並解析

適時、適量、適法施用化學肥料、有機質肥料與微生物製劑，生產健康優質作物的要領。

本班 36位學員來自北、中、南、東各地，有些學員以往施肥由資材行推薦施肥方式，本次課
程學習到科學化肥培管理，精打細算下可以省下不少肥料錢，學員亦成立 Line群組，結訓後還能持
續交流務農心得。

▲ 水活性和食品保存期限之關係 (資料來源 /食品良好衛生規
範準則 GHP§37-38)

▲ 土壤肥料及微生物資材進階班學員全體合照

▲ 本場曾宥綋助理研究員 (右 5)教導學員堆
肥製作

文 /蔡本原   圖 / 倪振育

您知道嗎？「米」

字拆解開來為八十八，

意指從育種、育苗、插

秧、收割、烘乾、碾米

到包裝，歷經生產加工

階段，直到客戶端至少

需要八十八道程序，唯

有仔細掌握所有環節，

才能獲得最佳品質與客

戶滿意。

來自彰化縣北斗鎮的倪振育青農，自 98年返鄉接手「長進水稻
育苗場」，為實踐永續農業經營的理念，以安全方式栽培越光米，

102年自創「莘穀傳香」品牌，全年供應彰化縣內水稻秧苗數量達
30萬箱，服務轄內水田面積達 1,200公頃，更配合政府設立水稻採
種田，每年面積達 20公頃。他期許自己當一個專業的農業經營者，
在 98年時導入運輸機遠端遙控器，優點為可長距離控制，省時又安
全；99年投入大量機械取代人力，引入田間稻草捆包機集草器，不
僅省工又兼具環保功能。在百大青農輔導期間，振育與賴文龍陪伴

師溝通討論，積極鑽研水稻育苗改良，開發出新介質秧苗，不僅介

質來源乾淨，藥劑更節省 50%，每箱秧苗重量約 2.8-3.5公斤，生長
時間僅需 15天，且對環境友善，資源亦充分利用。

為讓消費者了解水稻田間的管理資訊，自 104年加入農產品產
銷履歷的行列，所有田區的管理均依照產銷履歷之規範執行，不僅

農藥殘留零檢出，落實莘穀傳香的永續精神。農閒時，他對四健教

育推廣更是不遺

餘力，結合在地

青農辦理食農體

驗活動，邀請消

費者到田間實際

走訪寓教於樂，

重新定義了水稻

育苗生產，逐步

往智慧農業願景

邁進。
▲ 第 4屆百大青農倪振育 (右 )積極與賴文龍陪伴師 (左 )
討論水稻新介質育苗與田間肥培管理技術

八十八的好味稻 -倪振育青農介紹

▲ 振育自創「莘穀傳香」品牌且稻米通過產
銷履歷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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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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服務不用親臨，
LINE 線上也可通哦！

文圖/杜易倉

在防疫期間或是農忙時，您是否

會擔心無法親送植物樣品或是病蟲害

問題無法到場說明，得不到及時的答

覆嗎？本場 LINE病蟲害線上諮詢服務
已於 108年 5月開通了，目前會員人數
1,700多人，服務的內容以農作物病蟲
害諮詢為主，另不定時貼文提供病蟲害

警報資訊。目前已有 500多位農友透過
LINE，以文字或語音的提問，並輔以
線上傳遞植物病徵照片或農作物生長狀

況，透過本場專家線上檢視診斷，即時

提供病蟲害防治與管理建議。

本場 LINE 作物病蟲害諮詢診斷服
務，農友可直接搜尋 LINE ID：@04-
8523101 或掃描下方 QR Code 加入好友。若碰到相關作物
病蟲害問題，可利用本服務上傳病蟲害照片並直接與本場

專家討論諮詢，協助農友於第一時間作問題的初判與因應，

歡迎轄區農友踴躍利用！

本場動態
文/編輯室

推廣課新進人員

李昱錡    助理研究員
學    歷：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碩士
經    歷：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幫工程司
                國合會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技術服務
                團外交替代役 
專    長：荔枝生殖生理、紅龍果光合作用生理
工作職掌：農業推廣、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認定

到 職 日：109年 6月 1日
電    話：04-8523101#421

埔里分場新進人員

昌佳致    助理研究員
學    歷：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
經    歷：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技士
專    長：果樹耐熱篩選生理及形態指標觀察
工作職掌：坡地果樹及百香果栽培

到 職 日：109年 6月 2日
電    話：049-2880084

美麗花蝴蝶 -蝴蝶蘭的樹植栽培要點與技術
文圖 /許嘉錦

蝴蝶蘭是臺灣重要的外銷農產品，眾多的品種源自於原生蝴蝶蘭的基因

遺傳，花色繽紛且生長健壯，且除了盆花和切花的運用，也非常適合樹植栽

培美化庭園，因具有容易管理及開花優良特色，極能彰顯於自然中生長的姿

態美及氛圍。

1. 品種選擇：蝴蝶蘭樹植栽培時會成為景觀的一部分，在未開花時能融入環
境，開花期則著重於壯麗的開花和吸睛性，因此需要考慮花色、花朵尺寸

及多花性。選擇黃花系具有較強的視覺吸引力，深紅及黑色花系列，較不

易突出，需要種植在較明亮的區域，白花系則能彰顯高雅氣質及消解初夏

的炎熱。花朵尺寸以 8-10公分的中型花品種較佳，因為景觀花是遠觀，
而非盆花的近看，花朵太小難以呈現顏色斑塊之美。另外，中型花生長健

壯後能形成大叢花瀑，沒有大型花品受風折斷或過重下垂喪失姿態美的問

題。

2. 樹種考量：樹植栽培依靠樹皮上健壯而穩固的根系來維持生長，樹皮的型
態和質地十分重要，以樹皮厚且裂紋深為佳，例如松樹、樟樹、茄苳及臺

灣欒樹均為較佳的選擇。樹皮光滑的樹種，如九芎及光蠟樹等較差。

3. 樹植位置：應評估種植位置的通風性、受雨性、遮光度及高度問題，要選
擇通風佳但避開颱風侵襲面，以免植株受損和吹落。高度以主幹上與胸高

至視線同高的位置為宜。

4. 危害管理：蝴蝶蘭品種對病害抗性不一，通常透過種植選汰強健的品種，
一般而言花色平平的品種通常有較好的耐病表現。蝸牛危害較沒有品種的

差異，雨季時可採用捕捉、阻蝸器或施用聚乙醛食餌除滅。

5. 種植要點：準備萬能網剪裁為盾狀 (網洞 6公分，尺寸約 25×15公分 )，
包覆脫盆植株根部，並於兩側添加水苔，用麻繩將其固定於樹幹上。種植

初期，視水苔完全乾燥時，每 1-2週充分澆水 1次，持續 2-3個月，水苔
上可以茶包袋施 2-4公克緩釋肥料，隨澆水或雨水溶出後供根系吸收。

▲  以大孔隙的盾形萬能網
固定植株可以獲得較佳
的生長

▲ 黃花品種花色亮眼，往往
能吸引第一眼目光

樹植位置以胸高以上較
能呈現蝴蝶蘭開花姿態
之美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7月 28日至 29日 臺中石岡農業技術團 -農業 (柑橘 )專業訓練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8月 3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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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7 日 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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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