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彰化縣大村鄉松槐路 370 號
電　話：04-8523101　傳　真：04-8524784
網　址：www.tdais.gov.tw
農民服務專線：04-8532993 
電子郵件：tfc@tdais.gov.tw

中華郵政彰化雜字第 31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印刷設計：承印設計

彰化郵資許可證

彰化字第 442 號

無法投遞請退回

發行人：李紅曦
總編輯：楊嘉凌
主　編：陳蓓真

第 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發行

259

栗子南瓜外銷馬來西亞啟航記者會

文心蘭智能補光與省工裝置觀摩會實記

翻轉蛋鴨產業新典範 - 吳鴻基

寒流來襲怎麼辦？如何降低水稻受災風險！

栗子南瓜外銷馬來西亞啟航記者會
文圖 /林煜恒

110年 3月 7日南投縣草屯鎮農會舉辦栗子南瓜外銷馬來西亞啟航記者會，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陳吉仲主任委員、本場李紅曦場長、草屯鎮農會蕭忠郁總幹事、農糧署中區分署姚士源分

署長、台灣國際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洪忠修董事長及所有栗子南瓜外銷國家隊成員之見證下，

向國人正式宣布，我國生產之栗子南瓜成功外銷至馬來西亞，為我國生產之優質農產品再次於

國際市場發光發熱。

草屯鎮農會自 98年起開始推廣栗子南瓜栽培，鼓勵農友在二期水稻收成後，生產栗子南瓜，
目前全鎮栽培面積達 60公頃以上，為全國最大栗子南瓜產區，有栗子南瓜故鄉之美稱。

本場多年來協助草屯鎮農會栗子南瓜產業輔導工作，包含優質栗子南瓜品種改良與選育、

協助農友土壤肥力分析檢測與建立合理化施肥技術、建立最適種植密度與整蔓技術、建立瓜實

蠅綜合防治與各類病

害防治技術及建立降

低採收後儲藏病害發

生與延長儲藏期之相

關技術等，並藉由各

類栽培管理講習會與

實地田間輔導將相關

知識傳遞予農友，以

提升栗子南瓜產業之

競爭力。

為向消費者推廣栗子南瓜的美味，並引導農友提升栽

培技術與建立品質分級觀念，本場自 104年起協助草屯鎮
農會辦理全國栗子南瓜品質評鑑競賽，針對果實重量、外

觀、整齊度、糖度、口感細膩程度及風味進行評分；另各

參賽組別於比賽過程中亦逐一進行農藥檢測，確保果實無

農藥殘留，保障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該評鑑競賽，不僅提

供栗子南瓜農友展示其成果之舞台，亦作為國內優質栗子

南瓜最佳之推廣平台。

該日啟航記者會不僅象徵我國優質栗子南瓜正式問

鼎國際市場，本場將持續積極輔導國內栗子南瓜產業，深

耕各方面研究，使我國栗子南瓜產業更為精進。
▲ 我國優質之栗子南瓜正式啟航外
銷至馬來西亞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為本次栗子南瓜外銷國際之
啟航儀式進行勉勵，並感謝各單位之輔導與研

究及所有外銷國家隊之貢獻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3月 23日 110年度農業政策宣導座談會 芬園鄉農會

3月 30日 110年度農業政策宣導座談會 集集鎮農會

4月 14日至 16日 農民學院園藝入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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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快訊

臺中場
FB 粉絲團

臺中場 LINE 作物
病蟲害諮詢診斷服務

臺中區農改場
大小事推播

▲ 陳吉仲主委 (中 )帶領所有外銷國家隊成員進行栗子南瓜外銷馬來西亞之啟航儀式

 李紅曦場長 (中 )率本場楊嘉凌課長 (右 1)與林煜恒助理研究員 (左 1)，並與推動草屯鎮栗子南瓜產業之農
友劉金源先生 (左 2)與李文宏先生 (右 2)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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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 109 年科技研發
技術移轉成果

文圖 /陳世芳、林靈

本場 109年科技研發成果亮麗，計育成豌豆、蕎麥及
石斛蘭共 3個新品種；取得穗砧苗排列式夾持與斜切裝置、
平版型紙箱之摺立結構及用於治療或預防病毒感染之植物

萃取物共 3項專利；透過產業界交流合作與參加各項農業
技術展覽活動，計完成 21件研發成果技術轉移，技術授
權金達 431萬 8,000元，權利金 74萬 2,000元。技術移轉
部分，包括：1.在作物品種方面，有豌豆台中 16號、水
稻台中 194號種子繁殖與優質生產技術及石斛蘭台中 4號
芳明翡翠共 3項；2.栽培技術方面，有水稻台中秈 198號
繁殖與優質生產技術、紫錐菊台中 1號種子繁殖與生產技
術及昭和草栽培暨採後處理技術共 3項；3.生物性肥料方
面，有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肥製作方法、稻草分解菌種

複合式製劑製作及應用技術、木黴菌 TCT968農業剩餘物
質開發生物性堆肥之製作技術、放線菌株 TCST168及應
用於生物性有機液肥製作方法、木黴菌 TCT-P003大量繁
殖發酵配方製作及應用於廚餘處理之方法、微生物肥料用

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45菌株及其量產技術、新型牛糞
堆肥介質製作方法共 7項；4.農機具研發，則包括蕎麥離
心式脫殼機、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適時灌溉驅動裝置及

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共 4項。各項最新技術移轉資訊公告
於行政院農業委員農業技術交易網 (https://tatm.coa.gov.tw)
於技術快訊 /技術諮詢服務與本場網站 (http://www.tdais.
gov.tw)於首頁 /便民服務 /智財權取得，歡迎對技術與授
權業者資訊有興趣者，可上網查閱並洽詢各技術聯絡人。

文心蘭智能補光與省工裝置觀摩會實記
文 /詹庭筑、張金元 圖 /蔡本原、邱惠靖

為改善文心蘭秋冬季易遭受寒流及光照不足導致切花品質下降問題，本場 110
年 2月 23日於臺中市外埔區耕牛園 (文心蘭園 )辦理「文心蘭智能補光與省工裝置
觀摩會」，由李紅曦場長與后里區農會白夏朗秘書共同主持。與會貴賓包括：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郭俊緯技正、農糧署林巽智技正與郭文捷技正、農業試驗所戴廷恩主

任與楊智凱組長、臺灣花卉輸出同業公會莊炳煌總幹事、種苗改良繁殖場李美娟研

究員、臺北市農會莊龍彥理事長及屏東科技大學黃滄海副教授，現場並有 150位農
友共襄盛舉，熱烈討論。

李紅曦場長致詞表示，文心蘭為我國重要的外銷切花，臺灣文心蘭占日本進

口市場高達 9成。為提升 12-3月花價高峰期之切花品質與增加農民收益，本場導
入智能補光技術於文心蘭簡易黑網栽培場域，試驗成果大幅提升 A級切花產量達
50%，並調節產期，可延後採收 1個月，達到高品質與高價文心蘭生產之目的；而省工裝置為搬運設備，
可有效提升工作效率，未來將持續進行技術推廣輔導，為產業升級貢獻。

隨後由本場詹庭筑助理研究員說明智能補光，除提升切花品質並有效節能，試驗場域利用高壓鈉

燈配合智能控制，可較傳統定時電照節能 40%，使用 LED燈具可節省 60%，大幅降低電費成本；一
分地栽培場域為例，建議裝設 14盞燈具，燈具測試 400W高壓鈉燈與
240W全光譜 LED燈皆可達到提升 A級率之成效。再由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賴信忠副研究員，說明運用智慧農業開發系統達到遠端監控，提升

自動化與精準化生產管理，期未來更多作物核心專家能導入應用建立相

關技術。接著本場張金元助理研究員示範文心蘭設施軌道式搬運設備，

可節省換盆作業及切花採收工時達 10%。最後耕牛園園主王天助先生
分享在智能補光試驗區，A級率明顯提高達 7成，實質增加收益。

此次觀摩會吸引產官學研各界人士及農友共 150人參加，期透過
觀摩會進行技術擴散，協助臺灣文心蘭切花產業維持優勢競爭力。

 觀摩會由李紅曦場長 (右 3)、后里區農會白夏朗秘書 (左 3)、
農委會郭俊緯技正 (右 1)、農糧署林巽智技正 (右 2)、農試所
戴廷恩主任 (左 2)、臺灣花卉輸出同業公會莊炳煌總幹事 (左 1)
共同主持

葡萄無子化生產技術
文圖 /葉文彬

由於消費習性改變與市場

需求，果粒大、糖酸比適中及具

有特殊香氣之無子葡萄逐漸成

為消費趨勢。目前市面上常見

的無子葡萄，除了如無子喜樂與

Crimson Seedless等果粒較小的
無種子品種外，另一為有種子品

種如巨峰與 Pione等經勃激素處
理而成為無子葡萄。後者為日本

葡萄生產重要技術之一，包含近

年來深受消費者喜愛之麝香葡萄

(Shine Muscat)，均是以此技術生
產。

葡萄無子化生產技術，包含

4個重要步驟。第 1步為拉花穗
與疏花，當萌芽後新梢約 3-5公
分時，以 2-5 ppm勃激素全園噴
施處理，促進花穗生長，然後進

行疏花，留末端小枝梗 3-5公分；
第 2步為開花前 10天以鏈黴素處理，新梢生長勢強使用 250 ppm，弱者採
用 125 ppm；第 3步於盛花期前後以勃激素 12.5-25 ppm處理；最後一步則
於盛花後 14-20天，以 12.5-25 ppm勃激素加 5 ppm細胞分裂素處理，促進
果粒肥大。第 2至第 4步驟請切記為花穗浸漬處理，之後需進行疏果作業，
每果穗留 35-40果粒，使果粒有足夠生長空間，可避免果粒擁擠造成後期裂
果情形 (ppm為百萬分之一，1%為10,000 ppm，使用勃激素及細胞分裂素時，
請注意有效成分，再計算應稀釋倍數 )。

 葡萄無子化生產技
術，第 1步為疏花，
留末端小枝梗 3-5公
分長即可

 盛花後 14-20天，果穗
以勃激素加細胞分裂素
浸漬處理

 巨峰葡萄無子化處理後仍需疏果至 35-40粒，以
促進成熟果實轉色正常

  詹庭筑助理研究員說明
文心蘭智能補光技術

  張金元助理研究員 (左 1)向與會者說明並示範文心
蘭設施軌道式搬運設備可節省換盆作業與切花採收
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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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蛋鴨產業新典範 -吳鴻基
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杜易倉

撿鴨蛋一定得辛苦的彎下腰桿？

來到彰化縣芳苑鄉吳鴻基先生的蛋鴨

場，這裡絕對可翻轉一般對蛋鴨飼養

的刻板印象。有工業研發背景的芳苑

鄉青農聯誼會吳鴻基會長，致力打造

產業標準化與一貫化的非開放式 (隔離
禽鳥 )蛋鴨飼養設施，走進禽舍內部，
處處充滿巧思，其中當屬減輕彎腰撿

拾鴨蛋辛勞與提升作業效率之立體產

蛋與蛋不落地裝置最為顯眼；而為方

便清洗禽舍、維持禽舍衛生及禽畜糞再利用，開發硬式高床立體式禽糞分離循環再利

用設施與自動化禽糞沖洗儲存發酵再利用系統，讓禽畜糞堆肥提供周圍養殖池與農田

使用，這套系統化的禽舍，也成為中央畜產會非開放式水禽舍模組示範場，且無償提

供同業使用。

蛋鴨養殖最重要源頭即是蛋鴨來源，吳會長為管控蛋鴨來源，挑選產蛋效率較高

的蛋鴨成為牧場主力蛋鴨種原，並逐年擴大飼養規模，3年內由7,800隻增加至1萬6,400
隻，並擴大規模至 7-8萬隻。而為穩定禽舍室溫、降低禽舍用電成本及符合綠能政策，
在禽舍屋頂架設太陽能板。此外，為提升動物福利，打造友善平養環境，吳會長規劃飼養、遊憩及產蛋等室

內 3個區塊，讓每隻蛋鴨都能在禽舍內自在的產蛋。有好的飼養環境也要有好的產品，為減少鴨蛋的腥味，
吳會長與中興大學產學合作，導入益生菌於蛋鴨飼料中，除增強蛋鴨的免疫力與延長產蛋產能，更大幅降低

鴨蛋的腥味，新鮮無腥味的鴨蛋，讓吳會長成功開發全國唯一生鮮鴨蛋禮盒與直銷通路。另為提高老蛋鴨的

價值，也開發老鴨煲湯與滴鴨精等加工產品，相當受消費者青睞。

吳會長另一個身分為彰化縣水禽協會理事長，除長期指導同業外，亦配合政府宣導相關政策，如加強宣

導防治坦布蘇病毒防疫事項、輔導籠養業者轉型成友善室內平養、提升蛋鴨產業形象及外銷契機等，也因其

農業優異事蹟，榮獲第 32屆全國十大神農的肯定。

▲ 洪梅珠副場長 (中 )代表李紅曦場長恭賀吳鴻基先
生 (左 4)榮獲第 32屆全國十大神農，並與彰化縣
政府農業處邱奕志處長 (右 4)、芳苑鄉農會謝介民
總幹事 (左 3)等合影

▲ 蛋鴨友善平養設施 ▲ 開發滴鴨精與老鴨煲湯產品，提
高老蛋鴨附加價值

▲ 吳鴻基青農打造產業標準化與一
貫化之非開放式蛋鴨飼養設施

腐霉菌對水耕萵苣生長的影響
文圖 /錢昌聖、郭建志

水耕栽培是一種不使用土壤栽種植物的技術，只透過營養液提供植物生長所需，配合支撐

植物的資材，如珍珠石、礫石、泡棉或礦棉等進行栽培。國內水耕栽培主要集中於中部地區，

栽培面積約 40公頃，以彰化縣埤頭鄉、二林鎮、北斗鎮、溪州鄉、大城鄉、福興鄉、芳苑鄉及
南投縣名間鄉為主，多栽種葉菜及香草植物，並以萵苣為主要作物。

腐霉菌 (Pythium)屬藻菌類、卵菌綱、露菌目、腐霉病菌科真菌，主要特徵為菌絲管狀、無
橫膈膜及分枝極旺盛。腐霉菌分布廣泛，普遍存在於土壤及水中，亦可以腐生狀態存活於植株

殘體中，當環境適合或存有感病寄主時，即可侵入寄主造成感染。在水耕栽培中腐霉菌屬於危

害嚴重的病原菌，主要原因是腐霉菌會產生游走孢子，非常容易在養液中散布，常造成

水耕植物大規模感染。當植物感染腐霉菌後，會造成根部腐爛並導致植株矮化、生育不

良，嚴重時會直接死亡。

本場以萵苣 '明豐三號 '為試驗材料，將腐霉菌接種於營養液中，於植株定植 2週後，
可明顯觀察到根系生長受到抑制且有褐化情形。植株採收時，可發現植株地上部與地下

部發育顯著低於對照組處理，經統計分析，證實萵苣感染腐霉菌，其植株高度、地上部

鮮重、根鮮重、根長及單株用水量顯著低於對照處理。目前腐霉菌於萵苣栽培上並無推

薦用藥，本場籲請農友於潮濕多雨季節加強園區衛生，徹底清除罹病組織，勿殘留在園

內及四周，減少園區感染源，並於栽培期間施用亞磷酸，可以誘導植株產生抗病性，降

低腐霉菌危害。

▲ 萵苣 '明豐三號 '為接種腐黴菌者 (圖右 )，根系生長受到
抑制且有褐化情形

▲萵苣 '明豐三號 '接種不同密度腐霉菌對植株生長之評估

處理
株高
(g)

地上部鮮重
(g)

根鮮重
(g)

根長
(cm)

葉綠素含量
(SPAD)

用水量
(L/plant)

對照組 41.7 a 45.8 a 11.6 a 27.8 a 22.3 a 1.16

102 cfuy 33.5 c 26.5 c 6.7 b 18.7 c 22.4 a 0.68

103 cfu 37.9 b 36.9 b 7.9 b 23.0 b 23.0 a 1.00
菌絲塊 37.3 b 37.1 b 7.6 b 21.6 b 22.8 a 0.95

y
：每毫升養液含腐霉菌游走孢子的數量

 蔡英文總統 (中 )頒發十大神農匾額給芳苑鄉吳鴻基先生 (左 )

▲ 萵苣感染腐霉菌，嚴重時會直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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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來襲怎麼辦？如何降低水稻受災風險！

番茄葉黴病之發生與管理

文圖 /鄭佳綺

水稻栽培過程包括浸種、發芽、秧苗、插秧、分蘗、曬田、孕穗、

抽穗、開花授粉、穀粒充實到收穫儲存等階段，每個生長環節都與

環境變化息息相關。水稻適合生長在 20-30℃溫暖的環境，但不同
的生育階段都有各自的臨界溫度，太高或太低都會影響水稻生育。

水稻生育初期至分蘗期對低溫的敏感度較弱，如果遭遇低溫可以透

過田間水位的調節來減低傷害，當寒流來襲時提高田間的水位進行

保溫工作，待天氣穩定後再排除讓植株恢復生長。

對低溫最為敏感的階段為幼穗形成期與孕穗期，這兩個時期遭

遇低溫容易造成穎花退化或花粉受損導致稔實率不佳形成白穗與空

穀等現象，對產量與品質影響極大，常發生的時期為臺灣春季 (1-4
月 )，稻株生育期適逢幼穗形成期，遭遇低溫容易造成傷害；另秋
冬季 (9-11月 )穀粒發育期間，若氣溫下降較快也常發生白穗空穀
的現象。

如何降低寒害造成的傷害，可以從品種選擇與栽培管理著手，

重要的觀念如下：

一、 慎選品種，地勢空曠
或易遭受低溫區域，

避免種植對低溫耐

性較差的品種，種植

早熟品種的農友應

特別注意栽培適期，

避免幼穗形成期與

孕穗期遭遇低溫環境造成傷害。

二、 隨時監看短期、中期及長期氣象預報，並配合氣象變化調整適
當栽培期，降低受災風險。

三、 施肥合理化，避免過量施肥導致植體軟弱，降低植體對低溫的
耐性，且過量施用氮肥導致稻株生育延遲或生長期延長，不易

文圖 /郭建志、林煜恒

番茄為國內重要的蔬菜作物，其中南投縣仁愛與信

義鄉為國內重要番茄之主產區，目前生產面積已達 550
公頃以上。番茄栽培期間常受到多種病害的侵擾，番茄

葉黴病為其中重要的一種，係由病原真菌 Fulvia fulva所
引起。此病原菌可危害番茄葉、莖、花及幼果，發病初

期會於葉片表面呈現淡黃色斑塊，隨著病勢發展，病斑

顏色會轉為褐色乾枯狀；其病斑葉背處，會產生褐色黴

狀物，此為本病菌之分生孢子，可藉由氣流或雨水飛濺

傳播，在相對濕度達 90%以上，溫度介於 18-28℃時適
合傳播與感染。此病害於番茄開花前後開始發病，病害

嚴重時會造成葉片乾枯與死亡，影響葉片光合作用，造

成產量減少與品質下滑。防治之化學藥劑，包括：80%
錳乃浦可濕性粉劑與 80%鋅錳乃浦可濕性粉劑，於發病
初期開始施藥 1次，每隔 7天再施藥 1次。此外，可利
用下列方式對番茄葉黴病進行管理。

一、 注重栽培田區之衛生，即時清除罹病葉片與組織，
降低園區感染源。

二、 適度整枝修剪，避免生長過度茂密，保持光照及通
風良好。

三、進行合理化施肥，可使植物生長正常。

四、 除了施用化學藥劑外，可搭配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來預防與降低葉黴病之
發生。

掌握農時。

四、 良好的水分管理，水稻生育期間不需要長期湛水，田間儘量保
持高乾濕交錯的狀態，讓根系發育正常與植體強健，才有好的

抵抗力。當環境氣溫偏低時，可於白天有太陽照射時維持淺水

位 (1-3公分 )，陽光提高田間水的溫度，有效保溫，夜間再提
高水位保溫。另外當強烈寒流來襲時則應該維持高水位 (不能
淹沒植株 )，等寒流離開後，排除田間積水，恢復正常管理。

▲ 番茄葉黴病之初期葉片
表面病徵呈現淡黃色斑
點

▲ 番茄葉黴病之病斑葉背
產生褐色黴狀物，為此
病害之分生孢子

▲ 水稻各生育階段臨界溫度

生長階段
臨界溫度 (℃ )

低 高 適度

出苗期 12-13 35 25-30

長根期 16 35 25-28

葉伸長期 7-12 45 31

分蘗期 9-16 33 25-31

幼穗形成期 15-20 38

孕穗期 22 35 30-33

穀粒發育期 12-18 30 20-25
(摘自 Yoshida,1977)

▲ 遭遇低溫或寒流時透過水位調整避免寒害

▲ 幼穗形成期受低溫影響，
造成幼穗尖端穎花退化

▲ 孕穗期受低溫影響，造成
抽穗後白穗及空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