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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於本場辦理「電農培訓與輔導專業管理」電商媒合會

冬季蜜源景觀作物 - 蕎麥花海觀摩會

南投縣仁愛鄉松林部落「伊娜谷香糯米」的種子純化技術輔導

臺灣薑黃與石斛的推動者 謝瑞裕

農委會於本場辦理「電農培訓與輔導專業管理」電商媒合會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

為提升青農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行銷，109年 12月 21日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於本場辦理「電農培訓與輔導專案管理」電商媒合會，

農委會國際處指派袁華興簡任技正及劉婉君技正與會，現場中彰投

等青農約 80位參與。
李紅曦場長致詞時表示，此次電商媒合會之辦理緣起自 109年

8月 20日，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員及立法院陳素月委員與彰化縣青
農座談時，青農反應希望能協助農產品外銷等相關議題；本場即主

動邀集農委會國際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彰化縣政府農業

處及彰化縣青農聯誼會等單位，研商農產品外銷精進議題，後續進

一步邀集國際處與彰化縣青農進行討論，國際處也邀請業者 (瓜瓜
園 )經驗分享；而本次媒合會即為先前會議的延續輔導，非常感謝
國際處林家榮處長的協助，本場也會持續擔任資源整合的平台，協

助青農農產品的產銷工作。

國際處袁華興簡任技正致詞時也表示，電子商務是未來主流，

特別是 10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電商交易量成長迅速，希望青
農能藉由此次的媒合會了解電商運作，並找到合作的機會。

上午安排良品嚴選黃哲誠創辦人講授「農產品電子商務行銷發

展」，以實際案例說明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現況、農產品如何行銷

及擬定營運模式，及農產品與網路行銷等，並以現場青農的農產品

為例，互動式討論產品的定位、行銷價值展現，以及網路可推行的

銷售方式等，課程內容活潑生動，在場青農獲益良多。

下午舉辦青農電商媒合會，由全國中小企業總會黃婉瑜組長

說明媒合流程，媒合會邀請電商包含無毒農、天和

鮮物、悠活農村、雄獅嚴選、生鮮網、農金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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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月 19日 南投縣信義鄉鄉農業技術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信義鄉梅子夢工廠會議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電農培訓與輔導專案管理」電商媒合會成功青農上課仔細聆聽，並與講師互動

GO、福利驚奇網、狼窩商城、有心肉鋪子、產地咬一口，以及美
夢成真 GCI社區生活平台等共 11家電商，以回合制進行一對一媒
合洽談。因青農踴躍報名，在完成原規劃的 30組媒合流程後，亦
開放在場青農與電商進行媒合，青農與電商熱烈交流，藉此次活動

讓青農了解電商平台運作，以及未來合作契機有相當的幫助。

青農與電商進行媒合過程

活動
快訊

青農與電商進行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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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中市
優質雪梨果品評鑑活動

冬季蜜源景觀作物 - 蕎麥花海觀摩會

文圖 /徐錦木

本場協助臺中市政府於 109年 12月 15日假和平區
農會農產品展售中心辦理「109年度臺中市優質雪梨評
鑑活動」，共有 70組果品參與競賽。本次評審委員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國立中興大學及本場的

專家學者共同擔任，評分標準為外觀 35%、質地及風味
30%、糖度 35%。經過各項評分總合，評鑑結果第 1名
為汪英平，第 2名為汪煥洲及田下旭，第 3名為謝孟儒、
謝秋星及陳煌明。

臺中地區為國內主要梨生產地，109年日照充足且
梨樹生長良好，雪梨糖度高、品質佳及賣相好，時序接

近年底為送禮首選，經由評鑑選出高品質果品，提供消

費大眾選擇依據。評審委員在評比後對於整體果實品質

提出建言，農友現場觀摩交流，有助於栽培管理及採後

包裝處理技術提升，使整個產業更加進步。

文圖 /廖宜倫、陳蓓真

蕎麥為適合有機栽培之雜糧作物，又可兼做綠肥、景觀、保健

及蜜源等多項用途。為推廣冬季裡作蕎麥，本場 109年 12月 4日
於臺中市霧峰區舉開「冬季蜜源景觀作物 -蕎麥花海觀摩會」，由
李紅曦場長與霧峰區農會黃景建總幹事共同主持，由廖宜倫副研究

員介紹蕎麥品種、栽培技術及蜜源特性，共有 85位農民參加，現
場互動討論熱烈。

本場為推廣國產蕎麥裡作種植，執行農糧署「中部地區蕎麥栽

培技術及產業發展之建構」計畫，於霧峰地區推廣種植普通蕎麥約

33公頃，擴大國產蕎麥栽培規模、增加農友與養蜂農友收益及提升
產業效益。本次觀摩會栽培品種普通蕎麥台中 5號，其具有：1.生
育期短 (約 90天 )，可作救荒作物且不影響隔年稻作栽培；2.栽培
成本低且無需病蟲害防治；3.開花期達 30-50天，除白色花海景觀
外並可供蜜蜂採蜜；4.富含芸香苷之功能性成分等優點，為國內冬
季裡作最佳的作物選擇之一。

臺灣冬季為蜂蜜產業的農閒期，除到偏遠山區採百花蜜外，大

部分蜂農並無蜂蜜收入，而蕎麥花具豐富蜜腺為最佳蜜源作物，提

節約用水 談水稻省工間歇灌溉

文圖 /吳以健

一般談到水稻灌溉，常聯想到稻株長時

間浸泡在水裡，為了維持飽水狀態，需時常

灌水入田，然而，此作業不僅使用大量水資

源，頻繁灌水亦耗費許多人工與時間，另一

方面，則可能由於田區長時間湛水，稻株根

部氧氣缺乏，無法深入土壤，導致營養效率

不佳與倒伏風險的提高。因此，若採用間歇

灌溉，延長每次灌溉間隔，灌溉後讓田水自

然滲漏與蒸發散，直到土表無水但仍呈現濕

潤之下，再行灌溉，除了有利土壤透氣與稻

株根系發育之外，更可節約灌溉用水、作業

人力及時間。為更進一步節約人力，目前已

有智慧化灌溉系統問世，在田間安裝水位計

與電動閘門或水閥，並可將手機與田間系統連線，直接在 App進行即時水位
監看，若要灌水則以 App遠端開啟閘門或水閥進行灌溉，不需出門即可同時
管理多塊田區，或甚至可設定電腦系統，在水位降至 0時自動進行灌溉，除
省時省工外，更讓灌溉作業精準化。

供蜂農豐富蜜源，而

蜜蜂授粉有助於蕎麥

種子產量提高，同時提

升農友及養蜂農友的收

入。每箱蜂群如能收穫

10-20台斤蜂蜜，即提
升蜂農收入 10-20%。
此外，鄉間田野在雪景

般蕎麥花田點綴下，怡

人景色可吸引旅客放慢腳步，欣

賞大自然構築的美麗景象，有利

地方觀光之推動。

本場李紅曦場長進一步表

示，臺灣冬季為農閒期，蕎麥與

水稻進行輪作，可提高土地利用

率並降低雜草與病蟲害發生，亦

可增加土壤

地力，栽培蕎麥同時可提升蜂蜜收穫量，並藉

由蕎麥如雪景般花海景象吸引觀光人潮到訪。

此外，收穫的蕎麥籽實富含蛋白質、澱粉、膳

食纖維及礦物元素等，並具有芸香苷與槲皮素

成分，是一種具有高潛力的保健食品素材。故

推廣種植蕎麥後將可促進地方產業發展，為農

民極佳的選擇。▲ 本次蕎麥花海觀摩會辦理成功及與會人員大合照

▲ 蕎麥花開似堆雪，美不勝收

▲ 評審委員對雪梨果品外觀進行評分▲ 田間灌溉管理概圖 (日數僅供參考，實際管理應以稻株生育進度為準 )

▲ 現場參加農民專注了解蕎麥栽培技術

▲  田間智慧水閘門，可遠端控制閘
門開啟，不需親自至田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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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景觀功能之淡紅色蕎麥新品種 -蕎麥台中 6號
文圖 /廖宜倫、施兪安、賴坤良

蕎麥為蓼科蕎麥屬一年生草本植物，最常見的栽培種有兩

種，一為普通種 (common buckwheat)，另一為韃靼種 (Tatary 
buckwheat)。蕎麥常配合冬季景觀加以栽培；另近年的研究顯示，
蕎麥含有芸香苷 (rutin)及多種有益人體健康成分，日益受到消費者
重視；同時具有糧食、景觀、綠肥、保健及蜜源等多功能，為重要

冬季裡作作物。

本場於 98年 1月育成蕎麥台中 5號，其花色為白色，為國內
主要普通蕎麥之栽培品種。為配合政策推廣國內冬季景觀作物，本

場以不同花色為目標持續進行育種工作，從 98年冬季裡作起以混
合法進行育種作業，歷經單株選拔、品系比較試驗、高級產量比較

試驗及區域試驗共 11年育種時間，成功於 109年 11月育成淡紅花

▲  浪漫的淡紅色蕎麥花海

色新品種並命名為蕎麥台

中 6號。
蕎麥台中 6號屬普通

蕎麥，其特性為平均株高

71公分、生育期約 70天、
花色為淡紅色、百粒重約

為 3.39公克及種子容積重
66公克 /0.1公升。其優點
為：1.花色為淡紅色，適
合作冬季景觀作物；2.生
育日數短，相較於台中 5
號的 90天生育期，約 70
天可成熟收穫；3.子實較
大，其百粒重可達 3.39公
克。惟因普通蕎麥為自交

不親合之異交作物，須由

蜜蜂等昆蟲協助授粉，其

雜交授粉距離達 3公里，
故繁殖種原時須注意不同

蕎麥品種之花粉汙染，以

保持品種純度。

蕎麥台中 6號具有淡紅花色，相較於純白花色的蕎麥台中 5號，
可為冬季作物帶來不同的景觀特色，可望帶動地方觀光產業，具推

廣價值。

▲  本場育成之蕎麥台中 6號 (上 )屬普通蕎麥，
相較於台中 5號 (下 )，花色為淡紅色，適
合作為冬季景觀作物

南投縣仁愛鄉松林部落
「伊娜谷香糯米」的種子純化技術輔導

文圖 /鄧執庸

伊娜谷香糯米為南投縣仁愛鄉松林部落特有的水稻品種，其

獨特的香味及一年僅栽培一期作的特性，使其成為松林部落珍稀且

具代表性的農產。本場近年於田間觀察部落生產之伊娜谷香糯米，

發現品種混雜現象，推測由於稻種皆由農友自行採種留存所致。混

雜品種的穗部性狀特徵有無芒、紅芒、白芒、稻殼具花青素、秈型

稻等樣態，影響伊娜谷香糯米的產量、品質及品種純度，故本場於

109年輔導部落農友進行稻種純化作業，期能維持此一珍貴品種。

為降低稻種於育苗場的混雜風險，本場輔導部落農友自行進行

育苗作業，選定就近的場地作為育苗場，將育苗相關操作模式及經

驗分享給農友，包括浸種、催芽、播種，到出秧、綠化及插秧等作

業，並克服播種設備的欠缺、秧苗立枯病的發生等困難，成功生產

健壯的香糯米秧苗，幫助部落農友在水稻栽培技術更上一層樓。

▲ 本場研究人員輔導部落農友進行
育苗作業

▲ 伊娜谷香糯米混雜品種植株之穗部外觀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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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人事主任

周劉彥均　主任 (圖右 )
學　　歷：義守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經　　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東區分署主任、課員
工作職掌：綜理人事業務

到  職  日：109年 12月 15日
電　　話：04-8523101#120

改良課新進人員

蕭伊婷　技佐

學　　歷： 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學士
經　　歷： 臺灣大學植微系研究助理、本場環境課職務代理人
專　　長：植物病蟲害鑑定、作物分子標誌設計

工作職掌：保健作物栽培與加工試驗

到  職  日：109年 11月 12日
電　　話：04-8523101#206

本場動態
文 /編輯室

臺灣薑黃與石斛的推動者 謝瑞裕
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

隨著生機與保健飲食觀念提升，消費者對薑黃產品的接受與需求度提

高，讓薑黃成為近幾年民眾挑選保健產品的熱門選擇之一，而在南投縣名

間鄉松柏嶺的謝瑞裕博士，則是臺灣有機薑黃與石斛產業的重要推動者。

謝博士長期投入臺灣有機薑黃研究與生產，不僅選育出總薑黃素 5.8-10.1%
的紅薑黃品系，提升臺灣秋薑黃總薑黃素 8-14.5倍，更參照 GACP規範，
建立薑黃有機栽培 SOP流程，以生產符合臺灣中藥典規範的有機薑黃藥
材。此外，為推動臺灣有機薑黃 GAP栽培技術，曾舉辦有機薑黃栽培觀
摩研討會，吸引近 350位專家、學者及農民參與，間接帶動臺灣有機薑黃
產業發展。

謝博士為提高有機薑黃產品價值，創立「博士紅薑黃」品牌與成立「豐

滿生技精緻農場」，獨家研發 30多種多元化薑黃系列產品，帶動薑黃養
生熱潮與產業經濟效益；為讓消費者安心食用，產品生產皆通過 ISO22000
與 HACCP驗證，並生產首款通過 SGS 880多項檢驗、總生菌數未檢出，
及 SOD-Like達 99,000 Unit/g的薑黃產品。此外，為提升消費市場對薑黃
產品品質認識與自我要求，謝博士也積極推動薑黃品質量化標示，並積極

參與國際食品展，將薑黃產品成功外銷至美國與新加坡等國，同時成立豐

滿生技雙語國際官網，提高臺灣薑黃國際知名度。謝博士藉由薑黃有機生

產、加工及品牌行銷，成功加值升級薑黃產業，除帶動產業發展外，並創

造農村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謝博士除長期投入薑黃研究與生產外，另開發有機石斛生產技術，首

創有機石斛 3D立體生態栽培模式，於檳榔樹上段生產檳榔藥材，中段生
產石斛，下段籃植石斛等藥材，增加林下空間應用，讓石斛栽培由每公頃

4.2萬株增加到 8-12萬株，提升單位面積 2-3倍的產量，而石斛重要成分

▲ 開發有機藥用石斛立體栽培生產
體系

▲ 開發薑黃多樣化產品

▲ 謝瑞裕博士 (中 )對於臺灣薑黃與石斛的推動優異事蹟，也榮獲第 32屆
全國十大神農獎的肯定

石斛酚，為中國大陸產石斛市售藥材的 40-80倍，具高抗氧
化能力。謝博士認真耕耘臺灣有機薑黃與石斛產業，獲得兩

岸共 5項專利，優異事蹟更榮獲第 32屆全國十大神農獎的肯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