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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土生態綠網發展中部地方特色農業研討會紀實

深耕輔導萬豐部落有機蔬菜產業

除濕改善文心蘭雨季切花品質

徵的就是你 快來農場見習吧！

配合國土生態綠網發展中部地方特色農業研討會紀實

文圖 /沈原民、白桂芳、田雲生、李紅曦

為拓展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與發展友善生態環境與地方特

色農業，本場特偕林務局、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合辦「配

合國土生態綠網發展中部地方特色農業研討會」，於 110年 9月

14日至 15日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舉辦，各方專家報告執行「國

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之成果與心得，並進行研討與資訊交

流分享。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駿季副主任委員、本場李

紅曦場長、林務局林華慶局長、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詹富智院長致

詞，兩日視訊會議匯聚產官學專家與農友等貴賓參與，逾 400人

次共襄盛舉。

陳駿季副主委致詞時表示，國土生態綠網不僅是從保育的角

度出發，更重要的目標是實踐農業生態多功能價值，與自然和諧

共生。研討會第 1天專題演講與大家分享「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

計畫」的架構與行動策略，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與臺灣里山倡議的推動

案例，以及本場推動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與場區資源調查、生態友善

棲地營造的現況，並由計畫協同執行之 2位專家自然科學博物館嚴新富

副研究員與彰化師範大學林宗岐教授說明南投仁愛部落食用植物多樣性

及彰化福興牧草地昆蟲資源調查結果。研討會第 2天，配合農委會有機

農業與友善環境耕作政策，報告內容包括國土綠網計畫中果樹病害綜合

防治技術、友善栽培田區生態營造、友善石虎農作認證及本場輔導有機

栽培之成果，最後分享農業生態綠色旅遊的發展及農村文化體驗，期盼

能拓展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參與能量，讓友善之生態環境與地方之

特色農業能持續共榮發展。

   ▲ 研討會與會人員於線上合影，一起為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之推動努力

本場陳裕星課長榮獲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第 45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於 110年 9月 28日獲蔡英文總統接見與肯定
獲獎事蹟

                     ◎ 引進紫錐花種原，推動紫錐花產業

                     ◎ 研發紫錐花抗腺病毒與腸病毒

                     ◎ 推動國產紅薏仁與蕎麥產業

 ▲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 (左上 )、李紅曦場長 (右上 )、林務局林華慶局長 (左
下 )、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詹富智院長 (右下 )為研討會開幕致詞

 ▲ 蔡英文總統 (前排中 )與本屆得獎專家合影 (前排右 2為總統府李大維秘
書長、前排右 1為農委會陳添壽副主委、前排左 2為國際同濟會臺灣總
會廖敏榮會長、第 3排右 1為本場陳裕星課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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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馬雯、吳建銘

您見過電器專業與花卉的結合

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 5屆百大

青農張勝雄先生做到了，除具備專

業的電氣工程技能外，也讓文心蘭

在他手上旋轉跳舞與綻放光芒。

勝雄的童年幾乎在阿公阿嬤家

的田區及父親的電器行中渡過，大

學畢業於電機科系，退伍後進入電

器工程行業工作，離鄉背井闖蕩人生。然而因從小對農業有著深

厚情感，即使身在外地工作，仍心繫農業，每當農忙時期，都會

回家幫忙。5年前，有感於政府對有意從農之青年給予支持與鼓

勵，且本身一直對蘭花有興趣，勝雄經審慎評估，在前同事兼好

友的十大神農廖秉鋐建議下，轉換跑道返鄉投入文心蘭栽培，開

啟了美麗與時尚兼顧的花農人生。

返鄉後，他首先到各個前輩的蘭園幫忙工作，參加臺中市第

3屆青年加農計畫與各試驗改良場所辦理的農業課程，不斷努力學

習進修充實自己，並於 108年獲選為農委會第 5屆百大青農。如

今勝雄的文心蘭栽培面積逾 1.9公頃，藉由累積扎實技術與經驗，

讓他在栽培管理上得心應手；目前更與新社花卉產銷班第 7班成

員合作，以集團化方式生產文心蘭，期透過組織規模化擴大經營

效益。

為穩定生產文心蘭，並降低環境因子影響，希望未來可以建

構標準溫室，以科技數位化栽培生產，使文心蘭品質與產量更加

穩定，他也朝目標努力邁進，透過各場域的分級生產與包裝，讓

文心蘭切花能符合各個國家的用花需求與規格，創造更高的外銷

價值，將臺灣文心蘭行銷到全世界。

文圖 /于逸知

「性費洛蒙誘殺法」是作物綜合蟲害

管理中常見且實用的防治方法之一。所謂的

「費洛蒙」，即是昆蟲散發出來，用來傳遞

訊息的化學分子 (氣味 )。不同的費洛蒙有

不同的功能，其中「性費洛蒙」多是由雌蟲

散發，可以吸引雄蟲前來交配。因此設置於

田間可用來誘殺害蟲的雄蟲，降低交配成功

率，藉以降低害蟲族群密度。目前臺灣可利

用性費洛蒙相關產品進行防治的害蟲種類有

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番茄夜蛾、小菜蛾及

甘薯蟻象等。

利用性費洛蒙誘

殺法須注意：一、性

費洛蒙對害蟲具有專

一性，需針對所欲防

治的害蟲種類選購專

用的性費洛蒙誘引劑，

並搭配適合的誘殺器，

才能有效捕殺害蟲；

二、誘殺器需提早並

長期吊掛，才能持續

滅除田間雄蟲，達到

抑制害蟲族群的目的；三、誘殺器並非設置越多越好，誘殺器密度

過高時會彼此干擾，降低誘殺效率。不同的性費洛蒙誘殺器，其推

薦的田間密度亦有所不同，應按照建議進行設置。譬如要防治斜紋

夜蛾，每公頃應設置 10個誘殺器；若要防治甜菜夜蛾，則每公頃

應設置 30個誘殺器，才能發揮最佳誘殺能力。

深耕輔導萬豐部落有機蔬菜產業
文圖 /林煜恒、郭建志

有機農業為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的重要農業政策，南投縣仁愛

鄉萬豐部落的族人有感於化學農藥與肥料大量使用對部落自然環境

及族人健康之影響，自民國 80年代起，即成立有機蔬菜產銷班，
打造屬於萬豐族人的有機村，迄今已堅持理念走過二十多個年頭。

有機蔬菜栽培常因缺乏足夠栽培資訊與有機病蟲害防治資材，

進而影響蔬菜產量與品質的穩定。本場團隊自 106年進入萬豐部落
進行輔導，期提升部落有機蔬菜栽培技術。迄今協助族人進行土壤

肥力分析及水質檢測超過 240件，導入環境監測儀器，調查栽培
環境中微氣候變化與病蟲害發生之相關性，協助建立病蟲害預警

機制。亦針對夏季有機結球白菜及番茄進行栽培技術輔導，從品

種選擇、綜合有機病蟲害防治及導入微生物製劑 -液化澱粉芽孢桿
菌 Tcba05應用技術等面向，成功建立萬豐部落夏季有機結球白菜
及番茄栽培管理技術。萬豐部落夏季有機結球白菜栽培時，使用具

耐熱及耐濕特性之‘4號’結球白菜，可使頂燒症及爛心比例降至
5%以下；進行有機番茄栽培時使用  TMB-688’嫁接苗可有效降低
青枯病發生比率。栽培時應用非農藥防治資材 (黃色黏板 )以降低
蟲害數量，搭配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製劑施用，結球白菜每
分地產量可提升約 20%，番茄每分地產量則可提升 25%。為分享正
確有機栽培技術及觀念予更多的族人，本場於部落辦理講習與觀摩

 ▲ 張勝雄揀選符合規格的文心蘭採
收 (圖 /張勝雄 )

 ▲ 甘薯蟻象專用的性費洛
蒙誘殺器

美麗與時尚兼顧的花農人生 -
張勝雄

害蟲性費洛蒙誘殺法簡介

 ▲ 田間的甜菜夜蛾性費洛蒙誘殺器，可看見下方集
蟲瓶已有許多雄蛾死亡

 ▲ 萬豐部落陳明德農友經本
場輔導，夏季有機牛番茄
產量每分地提升 25%

 ▲ 經本場有機輔導團隊輔導，楊春發農友 (左 2)成功
生產夏季有機結球白菜

會，成功吸引逾 180位在地農友與族人參與，將輔導之技術成果落
地推廣至更多對有機栽培有興趣之族人。

萬豐部落有機蔬菜產銷班班員們勤奮團結，對於有機農業皆有

共同的理念與使命感，未來將持續在有機產業中努力精進，以提供

國人更多樣化、品質更優良之有機農產品。本場有機輔導團隊亦會

持續深入原鄉部落進行輔導，以傳遞

農友正確之有機栽培觀念與技術，使

其穩定生產與提升收益。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十月【266 期】 推廣活動 ‧ 人物 - 第 3 版 -

除濕改善文心蘭雨季切花品質
文圖 /詹庭筑、廖晨皓

文心蘭為臺灣重要外銷切花，每年銷日 2,200萬枝以
上。產業上使用網室栽培，缺乏遮雨設施，在臺灣 5-6月
梅雨期與 8-10月夏季雨季，雨水常導致花朵與花莖腐爛。
此外，因雨季採收之切花含水率極高，影響後續保鮮劑的

吸收，導致瓶插壽命不佳。而切花腐爛與發病經常於海運

至拍賣市場才顯現，引發客訴，嚴重影響臺灣文心蘭品牌

形象。

本場自 109年起每月檢測中部地區 Honey Angel切花
的小花含水率，檢測材料以 30支花，每支花取 10朵小花，
一個重複包含 10支花，共 100朵，秤鮮重之後裝入牛皮紙
袋，於 70℃烘乾 72小時後取出冷卻並秤乾重，計算小花
水分含量。非雨季月份平均小花含水率為 91.14±0.44%，
而雨季的切花含水率則高達 93.07±0.12%，於包裝場
以除濕機配合內循環風扇處理之小花含水量可下降至

91.82±0.14%，且模擬海運 (11℃冷藏 14天 )出庫，未有
小花與花莖腐爛的現象發生。

近年因氣候異常，豪雨發生風險增加，雨季切花透過

包裝場除濕可降低

小花含水率與減少

儲藏後切花腐爛的

情況，大幅降低外銷

客訴的機率。而除了

透過採後處理技術

鞏固品質，占產業主

體的網室栽培場域

也應升級為防雨設

施，以杜絕雨季造成

切花品質不穩定的

問題。

農耕機具維修保養班 培訓學員自我檢修農機好技能

文圖 /陳世芳

農耕用機器包括整地、移植、施肥、灌溉、排水、收穫、乾燥及其他供農耕用之機具，一般中

大規模農場投入多種農機具，小規模農場亦有購買小型農機具或租賃機具。本場為協助農民瞭解農

耕動力引擎構造原理、故障排除及日常保養，於 110年 9月 8日至 10日辦理農耕機具維修保養訓練
班實體課程，以提升學員農業機械使用效能。

洪梅珠副場長開訓致詞時表示，早期從事農業以勞動力為主，近年已提升機械化規模甚至導入

智慧農業，以智能機具與人機輔具協助田間作業，如稻作產業從育苗、插秧及收穫已高度機械化，

其他農作物亦不斷導入機械化作業，農友們若瞭解農耕機具構造原理，並養成自我檢修能力，遇到

小問題不僅能輕鬆解決，又可節省修理機器的費用。課程一開始介紹智慧農業之推動與發展，接著

到農機工廠進行分組實作，介紹十餘種常用之農機具包括：管理機、割草機、樹枝打碎機、鑽孔機、

鏈鋸、曳引機、插秧機、聯合收穫機、農地搬運車、省水灌溉機具、

噴霧幫浦、自走式噴霧機、自走式電動舉升機、施肥管理機及交直

流電等操作解說。訓練班亦邀請農糧署針對農機具補助、貸款、保

險與使用證申請等重大政策進行說明，並介紹農委會「農業機械耕

作服務系統」(農機 Uber)平台，農民需要耕作服務時可善用該平台
來媒合調度。

參訓學員在實作中遇到不懂的環節可以直接互動獲得解答，縮

短自己摸索時間，從課程中學到終身受用的技能，日後即能夠自我

檢修農機，延長農機使用壽命，減少農機修護費用，讓農務作業時

程不延誤。

 ▲ 張金元助理研究員 (中 )解說農地搬運車
底盤結構

 ▲ 洪梅珠副場長 (前排右 3)主持開訓並與學員合影

 ▲ 雨季切花易有腐爛等問題發生，失去觀賞
價值，造成外銷市場客訴

運用知識開創產銷新契機～
陳軒震的紅龍果園

文 /蔡本原

南投八卦山下青農陳軒震家中原本種植茶葉，

隨著紅龍果的興起，父母親轉種植紅龍果，雙親

除了吃飯睡覺外，幾乎都在果園度過，這讓軒震

萬般不捨，想運用自身機械工程背景改變經營流

程，建立標準模式提升工作效率，便毅然辭掉優

渥的外商公司工作，返鄉與家人共同投入紅龍果

栽培管理。

剛開始軒震吃足苦頭，雖然雙親在旁指導，

但知識與資訊總是片段，導致栽培出來的果實出

現裂果、口感不佳、甜度不高等問題，透過參加

本場農民學院課程講師指點，學習紅龍果栽

培管理、病蟲害防治及土壤肥料管理等專業

課程，將理論知識與果園實務融會貫通，他

也不吝於分享栽培經驗並參加討論累積經驗，

軒震漸漸地種出心得，這些成長父母都看在

眼裡，也放心將 5分地的果園交由他負責管
理。重視食安的軒震，自許要當個負責任的

生產者，響應政府農產品驗證制度，先後加

入 QR Code與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果園堅持
草生栽培並使用有機資材，紅龍果嚐起來清

甜帶有濃郁果香。優質的果品在評鑑中也屢獲佳績，108年南投縣龍鳳盃及
集集鎮農會主辦的 2場紅龍果評鑑，皆得到第一名的優異成績；108年經南
投縣農會推薦，獲得南投縣優良農民表揚；109年參加全國紅龍果優質果品
評鑑，得到優選的肯定。

在銷售通路上，軒震與太太透過網路行銷推廣農產品，在臉書成立「阿

震大紅火龍果園」粉絲專頁，與消費者互動與溝通，因品質優良，在粉絲

口耳相傳下訂單增加，甚至外銷香港與越南。軒震運用農業專業知識與網

路行銷，在競爭的產業中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 青農陳軒震 (中 )108年參加南
投縣龍鳳盃紅龍果評鑑勇奪第
一名，接受洪梅珠副場長 (左 )
與南投縣政府農業處陳瑞慶處
長 (右 )頒獎肯定 (圖 /陳軒震 )

 ▲ 陳軒震青農重視食安與消
費者健康，栽培之紅龍果
皆通過產銷履歷驗證 (圖
/陳軒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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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蟲生真菌
文圖 /羅佩昕 

化學藥劑是防治害蟲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在長期使用單一作用機制的藥劑防治下，

害蟲逐漸對化學藥劑產生抗藥性，進而導致防治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近年來生物性

殺蟲劑，例如：蘇力菌、核多角體病毒及蟲生真菌等，成為國內大專院校、農業研究

單位與農藥業者重要的研究與開發目標。

蟲生真菌是可以感染昆蟲的真菌，可在蟲體內繁殖，並造成昆蟲呈現殭屍狀的死

亡狀態。通常蟲生真菌產生的分生孢子會沾附在蟲體表面，適當環境下孢子發芽侵入

蟲體，真菌會在蟲體內透過循環系統或肌肉組織傳播與繁殖，進而造成蟲體在感染後

3-14天死亡。常見的蟲生真菌包含：白殭菌 (Beauveria spp.)、黑殭菌 (Metarhizium anisopliae)及綠殭菌 (Nomuraea 
rileyi)等。目前全球已有 170種以上的真菌性殺蟲劑商品，白殭菌多用於防治粉蝨、蚜蟲及薊馬等，黑殭菌用
於防治多種蚜蟲、甲蟲幼蟲及白蟻等。應用蟲生真菌防治蟲害之優點為對非目標生物無害、對環境友善、減少

農藥殘留問題及避免抗藥性的發生，其缺點則是蟲生真菌侵染害蟲需特殊環境條件及作用較慢，可藉由蟲生真

菌配方的開發，增加其環境耐受性、儲架壽命及應用之便利性。

臺灣市面上已有真菌性殺蟲劑商品白殭菌與黑殭菌，目前研究單位更積極開發爪哇擬青黴菌 (Isaria 
javanica)與座殼菌 (Aschersonia spp.)應用在銀葉粉蝨的防治，而本場則開發蟲生真菌淡紫菌 (Purpureocillium 
takamizusanense)以防治荔枝椿象，期未來加入荔枝椿象非農藥防治策略，以強化防治成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1月 1日至 10日 2021亞洲生技大展 -農業科技館 展覽活動 線上展覽

11月 8日至 12日 農民學院 -設施園藝栽培技術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11月 17日至 19日 農民學院 -農產品加工 (蔬果醃漬 )班混式遠距 視訊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本場網頁 www.tdais.gov.tw

徵的就是你 快來農場見習吧！
文圖 /陳蓓真、陳世芳

農民學院建構最給力的農業專業訓練課程，涵括入

門、初階、進階至高階班等訓練。此外農委會亦提供農

糧、畜牧、休閒、水產養殖及特作等多樣化的農場見習

訓練，讓有意投入農業或是剛踏入農業的新進農民朋友

們，可以先到農場進行見習訓練，受專業農場主的指導，

學習農場規劃、生產管理、成本管控及行銷通路等實務，

培養學員經營農場的能力，並協助降低從農之風險。

只要符合農漁畜相關科系或休閒觀光科系畢業，或

完成農民學院初階以上訓練，或是 5年內參加政府辦理
之農業相關訓練時數 80小時以上者，都可以參加農委會
農場見習計畫。心動不如馬上行動，若您對農場見習訓

練有興趣者，可依產業別選擇符合興趣的農場見習工作，

敬請把握機會，最新資訊請上農民學院網 (http://academy.
coa.gov.tw)/農場見習查詢與報名。

表 1 臺中市見習農場工作
序號 農場名稱 見習工作 名額

1 瓜瓜樂蔬果園 (臺中市雜糧生產合作社 ) 農師傅、農經理 2

2 幸福の味農園 (烏日區蔬菜產銷班第 1班 ) 幫農 1

3 樸樂農業生產合作社 農場外需 1

4 小瓢蟲農場 田間管理員 1

5 知耕鳥農企業有限公司 展場外需、農場內需 2

6 銘雄堂有機農園 (東勢區柑橘產銷班第 4班 ) 田間管理員 1

7 臺中市外埔區紅龍果產銷班第一班 見習生 2

8 有限責任臺中市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 農務操作員 2

9 野薑花有機生態農場 農場管理員 1

10 大里區稻米產銷班 田間操作 1

11 臺中市農會四角林咖啡莊園 咖啡園區管理 2

12 竹仔坑文山休閒農場 業務人員 2

表 2 彰化縣見習農場工作
序號 農場名稱 見習工作 名額

1 景發溫室農場 (秀水鄉蔬菜產銷班第 2班 ) 田間管理員 2

2 禾果多農企工坊 (秀水鄉蔬菜產銷班第 2班 ) 農場管理員 1

3 田尾鄉庭園花木產銷班第 30班 植物繁殖 1

4 博華蔬菜育苗場 菜苗移植工 2

5 溪州鄉稻米產銷第一班 田間管理員 2

6 吳國銘農場 水稻、牛蕃茄栽培管理 2

7 民豐水稻秧苗場 農務人員 2

8 彰化縣第一稻米蔬果生產合作社 廠務人員、行銷專員 3

9 富田育苗農場 溫室現場人員 2

10 楊桃園休閒農場 農場管理員 2

11 古早雞休閒農場 園區管理員 2

12 豐樂種牛畜牧場 管理幹部、獸醫 4

表 3 南投縣見習農場工作
序號 農場名稱    見習工作 名額

1 吟詩企業有限公司 茭白筍田間管理員 3
2 和寬有機農場 有機栽培見習員 1
3 九九峰有機農場 (草屯鎮大佃農 ) 有機栽培見習員 2
4 森十八休閒農場 園藝人員 2
5 武岫休閒農場 園藝人員、製炭人員 4
6 洺盛農場有機茶園 有機茶園助理、銷售員 2

  感染白殭菌的荔枝
椿象若蟲，於體節
間隙產生白色菌絲

 ▲ 本場開發淡紫菌於田間感染荔枝
椿象成蟲，呈現殭屍狀環抱枝條
的死亡狀態

活動快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