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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亞洲生技大展 - 農業科技館」盛大開幕

精進農業師傅柑橘栽培管理知能

避免 2 期作水稻窒息病發生，請讓土壤深呼吸

臺灣新紀錄之白鳳菜疫病

農民福利百分百座談會

「2020 亞洲生技大展 - 農業科技館」盛大開幕

文圖 /吳建銘

為使青年農民充分瞭解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業保險等政

策，並鼓勵農民積極參加以享政策實施帶來的益處，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於 109年 8月 5日假本場辦理「農民福利百
分百座談會」，由農委會范美玲主任秘書主持，本場李紅

曦場長等產業單位共同列席，與會彰化縣青年農民與產業

單位代表等共 195人參與。
 范主秘致詞時表示，青年農民是農業未來的希望，能

看到青農踴躍出席座談會代表農業的活力與衝勁，也希望

青農能繼續為農業打拼，將農業傳承下去，而本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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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策推行的參考。致詞後由農委會輔導處杜啟

華專員簡要說明農民退休儲金制度，黃仕嵩專員說明農業

經營準備金政策。

隨後座談會由農委會范主秘、農委會輔導處、農業金

融局、農糧署中區分署、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田水

利處、勞動部、彰化縣政府農業處、彰化縣農會及本場等單位共同列席，聽取青農提出許多儲金制度、

產銷政策等問題，列席單位一一答覆，期能務實解決農友問題，以達到政府照顧農民的決心。

文圖 /林靈

「2020亞洲生技大展」於 109年 7月 23日至 26日在臺北南港展覽館 2館展出，
其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之農業科技館以「跨域整合新實力、生態永續躍國際」

為主軸，規劃創新科技農業、安全安心農業、循環永續農業及產業化專區共 4大主
題區，展出近年具創新性商品化或產業化潛力之研發成果。本場由李紅曦場長領隊，

展出「芥藍台中 2號」及「梨赤星病偵測、鑑定及冬孢子期之防治管理」2項技術。
芥藍台中 2號為因應氣候變遷選育之新品種，具有耐熱性佳、生育期短及花薹早生
等特性，適合臺灣中部平地 6-8月播種，有利於調整栽培模式及市場開拓。梨赤星
病偵測、鑑定及冬孢子期之防治管理技術則可區分及鑑定不同類別之赤星病菌，並

於感染源初生於冬孢子期寄

主時進行管理，達事半功倍

之效果，本技術於中部地區

已實際應用，搭配移除冬孢

子期寄主及綜合管理可大幅

降低梨赤星病之危害。4天
展出期間，本場研究人員均

於現場解說展項特色並與民

眾交流互動，期望本場優質

研發成果透過該國際展覽讓

外界看見。

▲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肯定本場展出之新品種「芥藍台中 2號」，
並期許加強推廣運用

▲ 沈原民助理研究員 (右 )向民眾介紹「梨赤星病偵測、鑑定及
冬孢子期之防治效果」

▲ 綜合座談由農委會范美玲主秘主持 (站立者 )及
相關單位共同列席，針對青農問題逐一答覆

▲ 青農踴躍出席座談會以了解當前政府推動農民
福利政策

109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與通過驗     
        證品項
    臺中市黃至青－芋頭
    臺中市王仁助－杭菊、茶葉
    臺中市黃榮裕－白肉雞

109年度產銷履歷卓越貢獻獎
    本場蔡本原助理研究員

本場蕭政弘秘書榮獲

同 濟 會 第 44 屆 全 國

十 大 傑 出 農 業 專 家

▲ 新品種芥藍台中 2號成果展示▲ 梨赤星病偵測、鑑定及冬孢子
期之防治管理成果展示

109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

暨卓越貢獻獎名單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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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農業師傅柑橘栽培管理知能 109 年農產加工加值講座

文圖 /曾康綺、陳盟松

為加強中部地區農業技術團農業師

傅農業知能，提高農務工作服務品質與量

能，本場於 109年 7月 28日至 29日安排
柑橘產業專業課程與實作訓練。7月 28日
由本場陳盟松副研究員講解柑橘產業發展

現況、柑橘田間管理技術、柑橘週年生長

及栽培管理技術，以及柑橘栽培管理與整

枝修剪技術等課程，深入淺出解析疏果、

套袋、採收、整枝修剪及茂谷柑果實防曬

等技術關鍵要領；7月 29日田間實習場
域選定臺中市石岡區金星里，坐落於公老

坪的柑橘果園進行田間訓練。在此盛夏炎

暑，茂谷柑正值中果期，為防止青綠果實

被陽光曬傷或造成落果，安排茂谷柑果實

敷面塗白防曬課程，教導學員將碳酸鈣 (石
灰粉 )與樹脂以 4:1混合，加少許清水調
成適當黏稠度的白色粉漿，均勻塗抹於果皮上，由植株內往外逐果完成，

只見綠油油果實霎時成片雪白，別有一番景緻。

為控制茂谷柑成年樹型與樹冠，方便果園管理，講師現場示範整枝修

剪要點，以自然開心樹型為架構，強調夏季修剪應採取短截與疏枝操作原

則，修剪口訣為“由上而下，由外而內”，即由第三主枝→第二主枝→第

一主枝；主枝→亞主枝→側枝等順序修剪。此外，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人力團導入省力穿戴輔具應用推廣計畫」，田間實作中安排穿戴國

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林韋至教授研發之輔具，希望透過智慧人

機輔具應用，減少如採收等農務作業因手臂長時間懸空產生的疲勞，減輕

農業工作者體力負荷，提升工作效率。

文圖 /任珮君

為落實農產加值政

策之推動，協助在地農

產加工與行銷發展，本

場於 109年 8月 6日特
別辦理 109年農產加工
加值講座，洪梅珠副場

長致歡迎詞表示農產加

工是農業發展之趨勢，鼓勵大家可多多利用二級加工，增加

產品多元性，串聯農業六級產業。上午場邀請育達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賴奕瑄助理教授講授「農產加工品開發概論」，

利用小農加工展示產品說明新產品開發時，應注意水活性、

酸鹼值、溫度等食品保藏之影響因子，運用不同加工技術組

合之欄柵技術，可有效延長食品的保存期限 ;下午場邀請育
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黃月桂助理教授講授「農產

加工品創意行銷」，分享輔導新竹及苗栗地區業者之行銷經

驗，例如運用故事行銷及三欄式定價等方式吸引消費者目光，

還有不同素材的搭配建立自有特色 ;接著，由本場任珮君助
理研究員介紹農產

加值打樣中心服務

流程，以及本場 108
年農產加值打樣中

心營運狀況，並帶

領與會嘉賓實地參

訪，現場互動熱絡。

▲ 農業技術團團員為茂谷柑果實敷
面塗白，以降低日燒曬傷

▲ 現場討論熱絡

▲ 廖曼利教授 (右 2)帶領學員分組討論高齡者
療育活動之評估與設計

▲ 張俊彥教授 (左 3)應用分組討論，讓學員學習
療育景觀規劃與設計原則

▲ 會後參訪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

▲ 中山大學林韋至教授 (右 )指導
學員穿戴省力輔具，並體驗減輕
農務工作體力負荷的情形

「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發展學員園藝療育實力
文圖 /陳蓓真

為將園藝療育理念、活動設計要領、療育景觀設計原則及效益

評估方式等帶給學員，並發展園藝療育能力，本場於 109年 8月 3
日至 7日辦理為期 5天之「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李紅曦場
長主持開訓時表示，本場在園藝療育之研發與推廣早於 91年的陳榮
五前場長任內即開始推動，目前進展包括益康花園合適作物篩選與

模組化、園藝療育效益評估方法之應用、農村社區園藝療育人才培

訓及療育花園布建等，更辦理第一屆國際園藝學會園藝療育研討會，

將園藝療育理論、科學與實務的推動作更完整的結合。

本次培訓班邀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張育森教授講授健康

園藝的理念與作法，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張俊彥教授講授園藝

療育景觀規劃與設計原則，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園藝系廖曼利教授講

授園藝治療概論與療育活動設計原理及效益評估方式，臺中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林俊德教授講授園藝治療的心理學基礎與在高齡者

之應用，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歐聖榮院長講授社區

園藝療育庭園規劃設計實務案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林慧玲教授講授植物繁殖與花藝設計於園藝活動之應

用，綠色療癒力學院沈瑞琳院長講授綠色療癒力在長

輩陪伴技巧與應用，以及本場分享益康花園設計理念

與實務、園藝療育於農村社區實務等推廣現況，期藉

由課程讓學員學習園藝療育理論基礎、療育景觀設計

元素、評估方式、活動設計原理與方法等，做好投入

園藝療育工作之規劃與準備。

▲ 李紅曦場長 (1排右 4)、臺大園藝暨景觀系張育森教授 (1排左 4)與「園藝療育輔
導人員培訓班」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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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2期作水稻窒息病發生，請讓土壤深呼吸
文圖 /鄭佳綺

近年中部地區的水稻 2期作栽培，經常發生插秧後植株生育不良及葉片
黃化、枯萎等現象，被誤認為稻熱病發生，往往在噴施藥劑無效後才驚覺異

樣。在暖化的影響下，各地出現極端氣候，1期稻作栽培也常因生育期間遭逢
低溫而延遲收穫時間，使得 2期作的間隔時間縮短，加上天氣高溫炎熱，土
壤微生物迅速分解有機質，容易造成藻類大量滋生與水稻窒息病的現象。

水稻窒息病多起因於土壤排水不良，水稻根系受土壤還原性物質傷害、

呼吸受阻所引發，常見情形為田間出現區塊或局部的植株生育停滯或黃化，

稻株葉片由下位葉開始出現褐棕色或紅棕色斑點，根部發黑並產生惡臭，嚴

重時會造成植株死亡，即使進行秧苗補植，依然持續發生。為避免窒息病現

象發生，建議農友第 1期作水稻栽培期間要做好田區水分管理，適時輪灌，
維持土壤通氣良好，稻穀收穫後也應該避免田區土壤持續浸水；第 2期作栽
培前應提前進行粗耕、翻犁及曬田等作業，加速植物殘體腐熟時形成的有毒物質和氣

體排除或逸散。倘農友發現水稻插秧後生育停滯、葉片枯黃及根系發黑等疑似窒息病

發生，可以採用流放灌水以降低水溫，並適度曬田管理，減少土壤中有害物質並補充

氧氣，避免植株遭受危害。

避免發生水稻窒息病的關鍵栽培技術如下：

1.稻草要乾：稻草及稻樁等植物殘體，整地掩埋前需充分曬乾。
2.粗整地要早：及早透過翻耕、整地來加強土壤通氣性，減少土壤中還原物質累積。
3.植物殘體要深埋：耕作深度愈深，殘體掩埋愈深，可減少植物殘體腐化時所產生的
有害物質直接傷害水稻秧苗根系。

4.地平少低漥：田區平坦可避免低漥處積水，造成肥料累積或窒息病發生；尤其 2期
作溫度高，積水處水溫高，影響水稻生育，但若排水不易或整地不平的田區，可於田區四周作環溝或於低漥

處開溝，可加速田區排水速度。

5.適當輪灌：插秧後採多次灌、排水處理，可沖淡土壤內有毒物質、降低傷害，更可增加土壤含氧量，有利水稻生長。
6.合理化施肥：應避免過度施用肥料，前期作土壤中殘留的磷肥易促進藻類繁殖，造成優養化現象。另外，也應避免 2期作高溫的情況下
時施用過多新鮮有機肥，不當的施肥管理均會使得窒息病情況更加嚴重。

▲ 根部發黑並產生惡臭 ▲ 下位葉出現褐棕色或紅棕色
斑點

▲ 田間出現區塊或局部的植株生育停滯

文圖 /徐錦木

本 場 協 助

臺中市政府於

109 年 8 月 4 日
假陽明大樓辦理

「109年度臺中
市優質高接梨評

鑑活動」，進行

新興梨評鑑，本

次共有 60組果
品參與競賽。評審委員由本場、國立中興大學及國立嘉

義大學等專家學者擔任，評分標準為外觀及果形 35%、
質地及風味 35%、糖度 30%。經各項評分總合結果，評
鑑第 1名為黃政乾，第 2名為曾炫揚及謝敏華，第 3名
為謝敏榮、林美子及謝龍雄。

臺中地區為國內高接梨最主要的生產地區，品種多

樣且產期長，所生產的果實口感好、多汁、清涼，為夏

季市場重要果品。農政單位推行各種認證方式，可以確

保產品安全，有利於建立品牌形象及行銷。經由評鑑結

果的優質農產品，提供消費大眾選擇依據。且在評比過

程中，農友彼此觀摩交流，有助於栽培管理及採後包裝

處理技術提升，讓整個高接梨產業更加進步。

文圖 /張金元、田雲生

近年來政府推廣轉作雜糧，具有省工、

節水、收益佳等優點，然因應農友種植雜

糧種類的多樣化，以及穀物採收後篩選分

級作業，為促使脫殼處理容易，產品更優

質、提高售價，本場特別針對蕎麥、薏仁、

豆類穀物篩選分級及脫殼處理作業，設計

研製穀物多層振動分級機、離心式脫殼機

等省工機械。其中分級機有 2大特色：1.多
層篩網結構：篩層可達到 4層篩 5個
級數，有效分離未脫殼粒、完整粒及

破碎粒，且應用的篩網級數越多，物

料更能細緻分篩，將優良的產品選出，

賣出好價格；2.篩面可調整傾斜角度：
適用於各種穀物的滾動特性，且可適

時調整斜度以提高篩選精度、避免卡

料，提高效率。蕎麥因植株特性及營

養成分，兼具糧食、蜜源、景觀、覆蓋、

綠肥及保健等用途，為多功能性作物，

近 2年來蕎麥種植面積均達 130公頃，在脫殼機械方面，本場研發蕎麥離心
式脫殼機的特色：可降低脫殼後的碎粒產生、有效篩選分離粒、粉、殼，獲

得乾淨無夾雜物的蕎麥粒，大幅降低人力及工時成本，提高加工處理效率等

優勢。本場研發的雜糧穀類省工機具已完成技術移轉，農友或農企業可逕洽

本場農機研究室 04-8524204。

▲ 評審依外觀及果形評分工作

▲ 穀物多層振動分級機

109 年度臺中市
優質高接梨評鑑活動

雜糧穀類機械脫殼之應用介紹

▲ 蕎麥離心式脫殼機
  (大轉盤式 )

▲ 蕎麥離心式脫殼機
(小轉盤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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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臺中場 Line 作物病蟲害
諮詢診斷服務

捕食農田害蟲的鳥類眾生相 政令宣導

文圖/廖君達

依據不同食性同功群可將鳥類區分為穀

食性、雜食性、蟲食性及肉食性共 4類。蟲
食性鳥類主要以捕食昆蟲為生，取食組成包

括水生昆蟲、飛行昆蟲、蜘蛛、蚱蜢、蝶蛾

類幼蟲等，扮演降低農地害蟲的重要角色。

雜食性鳥類兼食穀物種籽及昆蟲，常被視為

穀類作物有害生物的麻雀，在育雛期需要捕

捉昆蟲以提供雛鳥生長所需的蛋白質。肉食

性的鳥類如領角鴞，除取食野鳥外，也會捕

食大量昆蟲。

中臺灣平原農地常見的蟲食性鳥類可依其取食的方式區分如

下：

1.空中捕撈昆蟲的鳥：如洋燕、家燕、赤腰燕、棕沙燕、小雨燕
及燕鴴等，偏好在農田及水域上空，一面飛行一面張著嘴把飛

蟲迎入嘴內，捕食蚊、蠅、白蟻及小型甲蟲等飛蟲。

2. 追捕或攔截昆蟲的鳥：如大捲尾、樹鵲、棕背伯勞及紅尾伯勞
等，常停棲在電線、枝頭及棲架等制高點，伺機追擊或攔截飛

蟲，包括蜻蜓、蚱蜢、金龜、虻及蠅等。

3. 啄食昆蟲的鳥：如鷺科鳥類、白尾八哥、家八哥、紅冠水雞、黃鶺鴒及彩鷸等，經常穿梭
於農民耕犁後的田區，啄食翻出土面的昆蟲，如綠繡眼、棕扇尾鶯及褐頭鷦鶯等，偏好於

果園啄食果樹的小型害蟲。

相關研究顯示，蟲食性鳥類可降低作物害蟲數量達 25-75%，對於田間害蟲管理有重要的
貢獻。可嘗試提升農田生態系邊緣棲地的異質性，如保留田埂雜草、果園草生栽培及保護農

地周邊林木等方式，讓這些鳥類將農田視為它們覓食的場域。

臺灣新紀錄之白鳳菜疫病

文圖 /沈原民

白鳳菜與紅鳳菜同樣歸類在 Gynura屬菊科小葉菜類，可作為蔬菜、具有生

物活性、及潛在的藥用效果。此外，白鳳菜也是魯凱族原住民所運用的民俗植物

之一。近期於本場的有機蔬菜栽培試驗中，剛種植的白鳳菜有些出現基部黑化腐

敗、植株倒伏死亡的病徵，從患部分離之菌類鑑定為 Phytophthora drechsleri之

疫病菌，該種疫病菌為全世界首次發現可感染白鳳菜之新紀錄，經接種確認該疫

病菌可感染白鳳菜及紅鳳菜，因此選用健康的繁殖材料、避免不避要的植物傷

口、以及避免田間長時間過度潮濕，應能降低白鳳菜疫病菌對植株所造成的影

響。後續的試驗嘗試以亞磷酸防治白鳳菜疫病，然而亞磷酸雖能減緩接種白鳳菜

疫病植株之發病進程，但無法持續維持強勢接種病原之植株健康。白鳳菜疫病防

治藥劑可參考農藥服務資訊網及植物保護資訊系統之最新公告，以 9.4%賽座滅

水懸劑稀釋 3,000倍、72%鋅錳克絕稀釋 500倍預防，另可依菊科葉菜類疫病、

菊科小葉菜類疫病、菊科小葉菜類幼苗疫病之公告藥劑防治。有機耕作之白鳳菜

疫病防治方式可運用蓋棘木黴菌稀釋 2,000倍，於定植前 7天灌注植穴，定植當

天再澆灌全株，共施用 2次來預防疫病菌的發生。

▲ 白鳳菜疫病接種試驗，左為對照組健康植株，右為接種白鳳菜
疫病處理組之罹病植株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8月 24日至 28日 農民學院設施園藝栽培技術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8月 25日至 26日 109年食農教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初階班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8月 28日 有益生物作物養分管理之應用研討會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9月 7日至 9日 農民學院番石榴栽培管理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9月 14日至 25日 農民學院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  大捲尾偏好停棲制高
點伺機而動

▲  洋燕是空中捕撈昆蟲的高手

▲  白尾八哥 (右 )及黃頭鷺 (左 )
於耕犁後農田覓食昆蟲

▲ 有機耕作白鳳菜苗期遭遇疫病菌感染，致使基部黑化 (箭頭
處 )、葉片乾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