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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生物在作物養分管理之應用研討會 共同推動農業發展與環境永續經營

崇尚自然落實有機　張威然的真桂自然農場

新媒體中部花卉產業巡禮 ~ 生產技術與基地、生活花藝與美學最終站

設施園藝栽培技術班精進學員職能

有益生物在作物養分管理之應用研討會 

共同推動農業發展與環境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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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圖 /洪紹耘

為推展有益生物在農業生產的應用，本場於 109年

8月 28日舉辦「有益生物在作物養分管理之應用研討

會」，以利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永續。由李紅曦場長主

持開幕，現場匯聚產官學研專家、貴賓及農友計 213人

共襄盛舉；另為回應廣大報名向隅者需求，本場首度採

取同步於本場臉書進行直播，將資訊分享給無法親臨會

場的各界人士。

本次研討會首先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郭

鴻裕組長，以「最佳肥培管理策略之技術建立」為主題，

以宏觀角度提供最佳肥培見解；另以「肥料政策及多元

農法實踐」、「有機質肥料及微生物肥料應用」及「水

體循環鏈營造」為主軸，邀集 12位各領域專家分享研發

成果及推廣經驗。

以往農民習慣於作物栽培期間過量使用化學肥料，

造成農田土壤劣化及養分利用率低落等問題，影響農業

之永續發展。近年來，將有益生物應用於改善土壤環境、

調節養分釋放、協助提升作物養分吸收，以及促進農業

副產物循環利用，已初顯農業環境永續經營之效益。本

場透過本研討會，期促成農友、農民團體、肥料業者及

產官學研相互交流，激盪出對臺灣永續農業的前瞻思維。

▲ 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分享研究成果

▲ 李紅曦場長 (1排左 5)與全體與會來賓合照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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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日 2020臺加全穀豆類營養保健與創新加工
國際研討會

中興大學農資學院食品暨應
用生物科技系演講廳 

9月 23日 農委會第 4屆百大青農畢業授證典禮 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

10月 13日至 15日 農民學院農產品加工班 -米穀雜糧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10月 14日 2020臺灣花卉產業研發前瞻與國際布
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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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熱心講解排除農友疑問

 各界與會人員齊聚一堂共同為農業環境
永續經營盡一份心力

▲ 與會人員與專家熱烈討論

本場作物改良課

葉文彬副研究員

取得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博士

吳以健助理研究員

取得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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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自然落實有機　張威然的真桂自然農場
文 /蔡本原　圖 /張威然

「當一個軍人就是要做什麼像什麼 !」張威然先生回憶起軍中長官的叮嚀，這句話對他往後
的從農人生影響甚鉅。威然踏入農業前，曾在軍隊中服務過，在多次的出勤及救災工作中發現，

每當遭遇土石流或颱風等天災時，所居住的土地總會受到無情的肆虐，他有感於山坡地的生態平

衡及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在退伍後毅然地返鄉投入清華桂的栽培，要利用其深根的特性，牢牢地

抓住臺灣的土地。

如同許多青農返鄉般，威然起初與其兄長在彰化縣共同經營清華桂，因不了解該樹種的生長

環境與栽培特性，始終無法長大茁壯，經過多方求教與深入研究後，才逐步掌握清華桂的生長習

性。在中藥材中，清華桂是高級之肉桂，該樹種適合栽培在中低海拔的丘陵坡地，於是他在南投

縣埔里鎮打造了全國第 1個最大的清華桂栽培園區，除自創「真桂自然農場」品牌，園區更通過
慈心有機驗證，歷經多年的栽培，目前已可採收桂皮及桂枝作為香料，供應國內每年需要大量進

口肉桂產品的市場需求，積極朝糧食自主的農業政策目標邁進。

真桂自然農場為清華桂專業的生產園區，從育苗、栽種、採收、加工處理與清華桂系列商

品的開發、運用及推廣皆具有高度的專業能力，多年來除了投入心力栽培清華桂外，也致力於山胡椒 (馬告 )的栽培。目前，威然建有 150
坪清華桂農產加工室，引進高壓水蒸氣萃取設備，成功的開發生產高純度及高品質的清華桂精油及純露；另安排體驗活動行程，讓遊客參

加園區生態導覽、採收清華桂及精油萃取體驗，下次不妨和家人朋友預約來個芳香微旅行吧 !

▲ 張威然重視生態及友善環境，打造全國第 1個
最大的清華桂栽培園區

文 /許嘉錦 圖 /花卉研究室

本場首度辦理之「新媒體中部花卉產業巡禮 -生產技術與基地、生活花藝
與美學」活動，第 2站於 109年 8月 22日來到山城的南投縣埔里鎮，參觀陽昇
園藝有限公司之高品質熱帶盆花生產，另進行一場視覺與味覺完美結合的玫瑰

花瓣果醬 DIY饗宴。
陽昇園藝公司是國內熱帶盆花自主研發的專業業者，以生產、代理及品種

研發 3路並進經營，以代工國外品種生產的利潤，投資研發新品項花卉，特別
是朱槿、無刺麒麟花及長壽花等新品種改進，已授權西班牙、義大利及日本等

國際市場。

本場近年加強與農企業的交流與合作，與陽昇園藝公司前就育種研發及重

視品種權等議題多次交流與研商，未來也將加強雙方在熱帶盆花育種合作，此

外，今年初雙方更促成產學研各界將於 109年 10月 14日在本場舉辦「2020臺
灣花卉產業研發前瞻與國際布局研討會」，希冀透過產業鏈各環節的分享與討

論，凝聚共識，策劃未來方向，布局國際市場。本次由楊勝安老闆介紹場區各

種高品質盆花，並邀請育種總監朱建鏞教授從盆花種類介紹與育種心得，到引

導新媒體朋友如何品評盆花美學等，透過此行，深入認識產業，促進新媒體推

播，讓更多民眾認識臺灣花卉產業充滿生機的爆發力，同時享受花卉應用帶來

的生活情感美學。

本場在花卉除進行品種選育、栽培技術改進及採後技術開發外，亦進行花

卉多元產品研發，如埔里特色產業的食用玫瑰，園主人章思廣先生係以有機栽

培生產的鮮花，直接供作鮮食佐餐，更可加工成為食品及美妝等多元產品，本

場藉由篩選玫瑰品種及開發加值玫瑰純露萃取技術，協助產業成型；另導入微

生物肥料，克服栽培困難及病蟲害防治問題，並協助制定

玫瑰花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草案 )，期藉此扶植多元創新
的食用玫瑰產業。新鮮嬌嫩的食用玫瑰花瓣經過新媒體朋

友的雙手，用溫火將玫瑰花熬成花瓣醬，同時體驗玫瑰盆

花的雅緻、食用玫瑰花飄香、花瓣醬甜美滋味，以及玫瑰

花產品精華在肌膚彈滑舞動，原來花卉可以如此融入你我

的生活，邀您一起享受花卉所帶來的身心靈奔放感。

▲ 李紅曦場長 (右 2)、農業科技研究院黃文意副院長 (左 1)、朱建鏞
教授 (右 1)及陽昇園藝公司楊勝安老闆 (左 2)共同推廣國內優質
盆花

▲ 李紅曦場長 (1排左 2)、洪梅珠副場長 (1排左 1)、陳俊位分場長 (2
排右 1)及農科院黃文意副院長 (2排左 2)、南投縣政府農業處林美
珠副處長 (1排左 3)、埔里鎮農會洪權圻代理總幹事 (2排右 2)等
共同推廣國內優質花卉

▲ 陽昇園藝公司生產的高品質朱槿

新媒體中部花卉產業巡禮 ~生產技術與
基地、生活花藝與美學活動山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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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紅曦場長 (右 12)、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蔡
精強局長 (右 13)與新媒體朋友於文心蘭溫
室合影

萬豐部落夏季有機結球白菜栽培技術觀摩會紀實
文圖 /林煜恒、郭建志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部落海拔夏季進行有機結球白菜栽培，常因高溫、多濕

及病蟲害控制不易，而使產量及品質不穩。為穩定萬豐部落夏季有機結球白菜

生產，並傳遞農友正確栽培技術及病蟲害防治觀念，本場於 109年 8月 21日
於萬豐部落楊春發農友之栽培田區，舉辦夏季有機結球白菜栽培技術觀摩會，

由蕭政弘秘書、仁愛鄉農會許淑美主任及萬豐有機蔬菜產銷班廖金池班長共同

主持。會中由本場林煜恒助理研究員針對夏季有機結球白菜栽培管理技術進行

說明，郭建志副研究員講解夏季有機結球白菜病蟲害管理及芽孢桿菌應用等相

關技術，政策宣導部分由李昱錡助理研究員說明實耕農認定政策。與會農友針

對平時遭遇之栽培問題進行熱烈討論並分享栽培經驗，講習會成功吸引 57位
農友參與。

本場研究人員在萬豐部落 2年的輔導過程中，輔導該部落夏季進行有機結球白菜栽培時，
使用具耐熱及耐濕特性之結球白菜 4號，可使頂燒症及爛心比例降至 5%以下，應用非農藥
防治資材 (黃色黏板 )降低蟲害數量，施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製劑，每分地產量可提
升約 20%，成功建立萬豐部落夏季有機結球白菜栽培管理技術。未來本場將會持續於中部地
區原鄉部落進行相關輔導工作，以傳遞農友正確之有機栽培觀念及技術，使其生產穩定，收

益提升。

文 /詹庭筑、吳建銘 圖 /花卉研究室、農經研究室

為讓民眾了解本場近年來在花卉多元研發的成果，推廣生活花藝與美

學應用，以促進國產花卉消費，本場辦理「新媒體中部花卉產業巡禮 -生
產技術與基地、生活花藝與美學」活動，邀請新媒體朋友深入產地，最終

站來到新社，參觀秉薪蘭園的外銷等級文心蘭，另進行 1場療育身心靈的
香草組合盆栽 DIY。

不說您可能不知道，日本進口文心蘭切花，其中 10枝就有 9枝來自
臺灣，市占率高達九成以上，是臺灣外銷切花產值第 1名。本場於 109年
9月 5日辦理中部花卉產業巡禮系列活動，來到了新社區花卉產銷班第 7班，參訪第 31屆
十大神農，同時也是本場輔導之百大青農廖秉鋐先生經營的秉薪蘭園，秉鋐投入文心蘭設

施化栽培多年，利用智能化數據管理，架設補光燈再配合循環扇及遮陰網用心呵護文心蘭。

另外本場亦輔導以新社區在地廢棄太空包，經木黴菌開發肥料液發酵後作為循環農業栽培

介質，用心栽培與嚴選出臺灣高品質文心蘭切花。

此外秉鋐亦看好本場育成文心蘭臺中 1號金幣，具花期長且花色搶眼的特性，投入極
具潛力的文心蘭盆花市場；同時為了減輕包裝場工作人員負擔及提升工作效率，導入本場

開發之省工機具「平版型紙箱摺箱機」，節省人員摺箱動作，提升包裝場工作效率。多年

來秉鋐致力推展臺灣文心蘭產業，無私分享自身累積的經驗給同好，且不斷學習新思維與

技術，帶領產銷班與時俱進，一步步創造文心蘭的切花奇蹟。

緊接著來到了薰衣草森林，這裡森林景色萬千，香草瀰漫花香，是自然與美學的無牆

美術館，並邀請中華盆花發展協會張滋佳榮譽理事長，以香氣滿溢的薰衣草及芳香萬壽菊為材料結

合手提籃，搭配各式觀葉植物，巧妙的組合讓香草走入生活。現場新媒體朋友透過組合盆栽 DIY體
驗，創造出一盆盆屬於自己深具五感的香草盆栽，動手玩創意，組合自己的香草盆栽，在家就能與

大自然互動，療育你我身心靈。

▲ 林煜恒助理研究員 (左 1)於示範田區說明夏季有機結球白菜品種特
性及實際栽培應注意事項

▲ 郭建志副研究員 (右 1)說明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製劑對夏季有機結球白菜植株生育之助益
及其應用方式

▲ 李紅曦場長 (左 )與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蔡精強局長
(右 )共同行銷國產優質文心蘭

▲ 花卉產業巡禮活動圓滿成功

▲ 新媒體朋友進行香草組合盆栽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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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蟻的危害與防治
文圖/于逸知

民眾常稱的「紅螞蟻」、「紅

火蟻」，泛指火蟻屬 (Solenopsis)的
螞蟻。在臺灣，目前已知共有 4種
火蟻，以熱帶火蟻和入侵紅火蟻較

為常見，由於這 2種螞蟻具有極強
的領域性和攻擊性，常攻擊民眾造

成傷害案件。

中部地區主要發生的火蟻攻擊

事件多為熱帶火蟻造成，熱帶火蟻

與入侵紅火蟻主要區分方式以 2個
特徵簡易辨別：1.熱帶火蟻的大型
個體頭部比例明顯膨大，且頭部後

方具 2個肉眼可見的明顯隆起；入侵
紅火蟻則無此特徵；2.熱帶火蟻蟻巢
的地上部結構並不發達，通常僅呈現

一層薄薄的沙土結構；入侵紅火蟻的

地上部結構則很發達，會自土表隆起

成山丘狀，甚至可高達十數公分以

上。若確定田間出現火蟻族群，切勿

破壞其巢穴，驚擾蟻群會加速擴散。

防治時應購買火蟻專用餌劑，均勻撒布於火蟻活動範圍，供其攜回巢內

分食，達到徹底之防治效果。一般而言，火蟻防治需 1-3個月才能根除，
此期間應遠離於發生地，以免遭受攻擊。

火蟻尾部具有螫針，通常蟻巢受驚動時會蜂擁而出爬上人體，以大

顎嚙咬固定後屈身以螫針戳刺，並分泌毒液。其毒液會造成皮膚紅、腫、

痛、癢等症狀，且其內之毒蛋白可能造成致死性過敏型休克，不可不慎！

若遭叮咬後有嚴重紅腫、大面積出疹或身體不適等症狀，應儘速就醫。

平時於田間工作時，應注意周遭環境，避免因踩踏蟻巢而遭受火蟻攻擊。

設施園藝栽培技術班精進學員職能
文圖 /陳世芳

隨著科技發展，農業生產從傳統露地栽培、簡易防護設施進展至

環控溫室，本場為協助農民瞭解設施園藝栽培作物之環境、運用環境

控制設施結合智能化設備，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109年 8月 24日
至 28日辦理設施園藝栽培技術訓練班課程。李紅曦場長開訓致歡迎
詞時表示去年訪視轄區農會時，產業界反應設施園藝發展需多予技術

輔導，因此首次開辦本課程，以因應氣候變遷，養成技術人才，提供

國內外設施發展狀況及設施設備補助訊息，期降低經營之風險。

課程首先介紹國際設施園藝產業發展現況、設施作物生理、栽

培與水養分管理、設施光環境及養液肥灌控制、作物營養診斷，再進

入無土栽培技術之應用、簡易溫網室設施基礎介紹、栽培環境控制技

術、智能化設施栽培等理論課程。更邀請到產業界與農

場主面授成功及失敗的經驗，包括旺田溫室企業有限公

司解說設施及設備的選用及基本原理，馥郁農場吳睿娟

小姐分享高品質洋香瓜栽培經驗，雲林縣莿桐鄉林春生

先生分享設施蔬菜栽培與管理實務。並安排至永靖鄉花

卉產銷班第 11班陳建興班長農場參訪，了解溫室設施設
備建置與應用實況，以及參觀三欣園藝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應用科技管理萵苣之要訣。最後邀請農糧署說明溫網

室設施 (備 )補助原則及輔導措施，讓學員們可善加把握
申請機會。

▲ 李紅曦場長 (前排左 5)主持開訓並與學員合影

▲  熱帶火蟻，大型個體頭部發達且具 2
個瘤狀突起

▲  熱帶火蟻蟻巢之地上部結構

補光技術應用於
文心蘭生育及生產之研究

文圖 /詹庭筑、廖晨皓

文心蘭是中部重要外銷花卉，

自然盛花期為 5-6月與 9-10月，
農民可透過除芽作業進行產期調

節，將原先在 9-10月生產之切花
調整至隔年初，但植株發育過程

因日照不足，多半品質不良。本

場研究利用高壓鈉燈與 LED燈
(Light-emitting diode) 於
秋冬季補光文心蘭，除增

加花序總長度、花部長

度、莖部長度、第 1分
枝長度與分叉數，亦可

明顯提高切花品質，又

可增加外銷花價。本高

壓鈉燈補光技術，已於產業實際應用。此外，本場亦研究高光

度 LED燈具在文心蘭瓶苗出瓶後進行補光促成栽培應用，可以
使穴盤苗的株高與假球莖發育明顯提升。然而，補光技術應用

需增加電費與燈具架設費用，故產業實際運用需考量成本效益。

近年，本場積極研發補光技術結合環境感測器與自動控制器等

系統，期望能有效提升能源應用效率與精準補光技術。

農漁民子女助學金

自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開放申請！

▲ 電照補光配合除芽技術可於
2-4月生產高品質文心蘭切花

▲ 利用高光度 LED燈補光可促進文心蘭出
瓶幼苗生長發育 (右為處理組 ) 

▲ 永靖鄉花卉產銷班第 11班陳建興班長 (左 1)解說
溫室設施設備建置與水耕育苗

▲ 三欣園藝公司曾明進總經理 (右 1)分享
應用科技管理萵苣的生產

資料來源 /農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