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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好米外銷日本啟航記者會

木黴菌液肥促進文心蘭切花品質之提升

免開網頁、免搜尋  葡萄病蟲害問題可問 Line 哦！

抗旱節水現地宣導巡迴列車向前行 - 果樹篇

臺灣好米外銷日本啟航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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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好米出口日本 ~啟航外銷 GO

▲ 與會貴賓共同見證臺灣好米外銷啟動儀式 (左 3為農
糧署胡忠一署長、左 2為彰化縣王惠美縣長、左 1為
李紅曦場長、右 3為中華民國米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李榮福理事長、右 2為億東企業陳鴻焜董事長、
右 1為日本商社代表柴田先生 )

文圖 /吳建銘

為慶祝臺灣優質好米外銷至日本，4月 15日於彰化縣竹塘鄉億
東企業舉辦「億東三好米外銷日本啟航記者會」，包含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胡忠一署長、本場李紅曦場長、彰化縣王惠美縣長、

中華民國米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李榮福理事長、日方商社代

表柴田先生及億東企業陳鴻焜董事長等貴賓，共同見證臺灣稻米產

業的新榮耀。

農糧署胡忠一署長致詞時表示，為提升臺灣稻米產業競爭力，

農糧署積極推動稻米產銷集團產區，億東企業長期配合政府政策，

自 94年開始契作，目前每年契作面積 3,000多公頃，產銷履歷面積
1,600公頃，是全臺契作面積最大的單一米商，而本次與日本商社
專案契作，在農糧署、農改場、農會及農友等多方的努力下，生產

最高品質且通過日本 600多項農藥檢驗的稻米，可說是臺灣米商的
模範生，未來農糧署除持續推動產業升級外，也規劃將產銷履歷稻

米導入學童營養午餐，讓學童可以享用國產履歷米，提升國產優質

好米的消費量。

李紅曦場長致詞表示，首先恭喜億東企業順利將臺灣優質好米

外銷至日本。本場是水稻重要的研究單位，有許多優秀的育種研究

人員，包含現場的許志聖博士、楊嘉凌課長及鄭佳綺助理研究員等，

陸續孕育出許多經典好米，除良質米代表台稉 9號外，也育出香米
台中 194號與加工用之硬秈台中秈 197號，以及適應性、食味及外

觀皆優於目前栽培面積最多之秈米品種 (台中秈 10號 )的台中秈
198號，而億東企業也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技轉這 3個品種的繁殖技
術，目前契作面積約 400公頃，顯示本場育種能力受到業界的肯定，
而本場除品種技術研發外，亦會持續加強農友生產技術輔導，最後

也預祝億東企業稻米外銷日本業績長紅。

億東企業陳鴻焜董事長致詞時表示，億東企業長期推動產銷集

團產區，本次順利完成與日本商社專案契作任務，感謝契作農友、

農糧署及農改場等單位共同指導及協助。隨後彰化縣王惠美縣長與

中華民國米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李榮福理事長，也分別致詞

表示恭賀。致詞後，在現場與會貴賓的見證下，共同啟動外銷日本

的啟航儀式，也期許此次外銷，有助於提升臺灣米出口的動能，後

續能有更多的臺灣稻米銷往世界各地，不僅飄香日本，更名揚國

際。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4月 27日 110年臺中區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4月 28日 百合節水灌溉與肥培管理技術說明會 仁愛鄉博望新村社區活動中心

4月 28日 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 田中鎮農會

4月 29日 青農影片編輯初階班教育訓練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電腦教室
5月 4日 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 梨山和平區農會肥料倉庫 2樓
5月 7日 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 伸港鄉農會

5月 11日 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 芬園鄉農會

5月 12日 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 南投市農會

5月 13日 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 大甲區農會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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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果乾加工

文圖 /任珮君、王智群

面對本 (110)年 4月至 6月即將開跑的鳳梨
產期，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建議，可利用乾

燥加工技術將鳳梨製作成水分含量較低的果乾

素材，添加於麵包、餅乾及牛軋糖等產品當中，

提升加工產品的香氣與風味。加工流程如下：

一、鳳梨洗淨削皮

 使用不鏽鋼鳳梨取肉器進行取肉與去芯，
可生產外觀大小一致之鳳梨果乾。可選擇

和模具尺寸相似大小的鳳梨進行加工，以

減少果肉損耗率。

二、利用菜刀或切片機將鳳梨切成片狀

 切片厚度越厚，乾燥產品越有嚼勁，但鳳
梨中的水分蒸散不易，容易因為乾燥不均

勻，出現外乾內濕的狀況。為使鳳梨果乾

均勻乾燥，建議切片厚度約 1-2公分較為
適中，以不超過 3公分為限。

三、 鳳梨置於 100℃沸水殺菁 (川燙 )1-2分鐘
 「鳳梨咬舌頭」是因為鳳梨中的蛋白分解
酵素與口腔黏膜及舌頭細胞作用，產生刺

刺澀澀的感覺。利用殺菁作用，使鳳梨中

的蛋白分解酵素失活，可改善此情況。

四、將鳳梨片放入烘箱中乾燥

 以 50-60℃進行熱風乾燥，至水活性小於 0.6
即可進行產品包裝。建議以密封袋包裝乾

燥成品，再放置於陰涼乾燥處或冷藏，可

保存 6個月。

傳承三代米香 張嘉文開展加工新契機
文圖 /陳世芳

張嘉文生長在彰化縣竹塘鄉，家中三代殷實務農，原本在北部

一家印刷電路板公司任職，工作穩定且擔任高階主管，為了分擔父

母農務，假日與農忙期間就返鄉協助工作，直到 107年考量雙親已
步入年邁，在父母殷殷期盼下，以及政府鼓勵青年返鄉歸農之政策

及相關輔導措施，促使他提早回鄉接手傳統產業種植水稻。

父親張茂盛種稻經驗豐富，種植本場技術移轉給竹塘鄉農會的

台中 194號香米，曾多次榮獲十大經典好米殊榮，被媒體封號為「水
稻界的博士」，是張嘉文從農後最好的榜樣。父親告訴他種稻機械

化比其他農作物省工，但是要種得比別人有特色及受市場歡迎，就

要用心挑選優良品種，種出自己能安心吃的米來賣給消費者。栽培

上，除了效法父親之外，還參加農民學院水稻栽培管理班、農產品

加工班、農機具維修保養班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電子商務班，並參

加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之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汲取農業新

技能。

張嘉文做足準備功課後，再以科技廠管理的態度與經驗，延續

父親優質種植技術並開始運用新技術。生產面為了擴大經營規模，

申請小地主大專業農計畫，自有耕地與承租面積共約 15公頃，導
入產銷履歷將稻米產銷過程一一紀錄，並通過驗證。行銷面自創「椿

盛米舖」品牌，命名椿盛米舖品牌是懷抱著感念父親的養育與教誨

之恩，「盛」字取自品牌創辦人父親之名，另一個涵意是古代裝在

木黴菌液肥促進

文心蘭切花品質之提升
文圖 /洪惠娟

文心蘭切花為臺灣外銷最大宗的切花，每年有 5-6億
元產值，以日本為主要市場，切花的等級直接影響拍賣單

價，提高 A級切花之比例將有助提升農民收益。
本場發現 5年以上之文心蘭植株施用木黴菌液肥，

對其開花數量與品質有提升之效，遂以文心蘭 Oncidium 
Gower Ramsey ‘Honey Angel’ 1.7寸小苗換盆到 5寸盆
的植株，進行木黴菌液肥施用與否對文心蘭生育影響之試

驗。文心蘭植株換盆後 1個月，每週以稀釋 200倍的木黴
菌液肥進行處理，經 22個月處理，處理組與對照組的新
芽數分別為 6.8芽與 7.0芽；109年 3月至 8月上旬處理
組與對照組分別採收 49枝與 66枝切花、開花率分別為
74.5%與 95.8%；處理組採收之切花 A級比例 28.6%，B
級 42.9%，C級 10.2%，格外 18.3%；對照組之切花 A級
10.6%，B級 43.9%，C級 25.8%，格外 19.7%；處理組之
A級花比例相對於對照組提高 18%。結果顯示，木黴菌液
肥施用與否對於文心蘭之營養生長無明顯影響，但對切花

品質提升有促進之效果。

1.將鳳梨洗淨

2.以不鏽鋼鳳梨取肉器進行取
肉與去芯

4.舖盤送入烘箱乾燥

3.以切片機將鳳梨果肉切成片
狀

5.乾燥成品
 施用木黴菌液肥對文心蘭切花之影響

處理組 對照組

食器裡祭祀的穀物，也形容興盛、茂盛、豐盛及盛饌，承載著美好

豐收的象徵。有感於國人每人每年米食消費量銳減，因此與具有

HACCP及 ISO推動雙潔淨認證之業者合作，開發糙米餐包，透過
與電商合作銷售小包裝盛饌米、台中 194號盛香米及糙米餐包等，
將竹塘好米舖貨到各通路，增加品牌能見度，未來將籌建初級加工

廠，自製米穀粉確保原料安全與穩定。

張嘉文表示，身為素食主義者，特別重視人與環境的關係，從

小身處於質樸人情、茂盛大樹及曬稻豐收的環境下，他亦期盼讓一

般人從最常接觸到的米食開始，推廣健康飲食及重視友善環境，幸

福傳承這美好的純真生活。

 張嘉文返鄉在彰化縣竹塘鄉木棉花道旁經營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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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銹病的發生與防治
文圖 /許晴情

葡萄銹病在臺灣葡萄栽培模式中，無論是露天栽培或溫

室栽培皆可危害，尤其以溫室栽培葡萄影響最大。葡萄銹病，

顧名思義是指其孢子有如「鐵銹」之顏色，為一種絕對寄生

菌，需依賴活寄主植物細胞才能生存。本病主要危害成熟葉

片，營養生長期之葉片不易發生，也不危害果實；感染葉片

表面散生許多淡色小斑，其葉背可見橙黃色粉狀夏孢子堆，

嚴重時葉片全部被夏孢子堆所遮蔽，葉片迅速黃化枯死提早

落葉。本病害若在果實轉色期即嚴重發生，則會影響後期果

實轉色及其品質。銹病菌與寄主範圍廣泛的病原菌如疫病或

炭疽病不同，其寄主專一性高，例如：葡萄銹病與蔥銹病菌

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真菌，若發現種在葡萄樹下的蔥發生蔥銹

病，此銹病孢子並不會因風傳播而感染葡萄，因此不須為了

防治葡萄銹病而刻意拔除蔥。雖然不同作物間發生的銹病並

不會在田間互相傳播，但提醒農友注意，是否因當下環境通

風不良或枝葉茂密造成作物銹病發生。農友可於果實轉色

前即開始持續進行藥劑防

治，可依據農藥資訊服務

網登載之葡萄銹病登記藥

劑進行防治 (目前有氟殺
克敏、貝芬普寧、克熱淨、

嘉保信、四氯異苯腈及三

氟敏等藥劑 )，防治前請參
閱使用方法及安全採收期

之規定。

▲ 銹病發生嚴重之葉片枯黃，葉背布滿橙黃色孢子堆

作物蒸發散量測量方法介紹
文圖 /陳令錫

作物 3大生理作用為光合
作用、呼吸作用及蒸散作用。而

蒸發散作用 (evapotranspiration, 
ET)是由土壤表面水分蒸發加上
植物體的蒸散作用構成，呈現作

物需水特性，與灌溉密切相關，

天氣變化影響蒸發散作用，掌握

蒸發散量就能實現智慧灌溉。蒸

發散作用的測量方法，包含：蒸

散計、蒸滲儀 (Lysimeter-植株
重量變化，圖 1)、莖 (幹 )流 (液 )、光合作用儀、氣孔導度儀、同化箱、
微氣候估測、渦度共變異及衛星遙測等，其中前 5種屬於直接測量作物
生理反應方法，餘為間接測量方法，而微氣候估測方法最常用且容易實

行，其次為蒸滲儀與光合作用儀。

最經典的微氣候估測蒸發散量的方法，為聯合國農糧組織於 1998
年發行之作物蒸發散量乙書，描述空曠且水分充足生長良好草地之蒸發

散量，為參考蒸發散量 ET0，參考蒸發散量可由氣象站之太陽輻射、溫

度、蒸氣壓差及風速等數據估測求得。蒸滲儀主要利用電子秤紀錄作物

與土壤重量變化 (圖 2紅色線條 )，此重量變化一般是遞減的，圖內含
有灌溉資訊，上升表示灌溉澆水量，每次水量頗一致，顯示自動灌溉性

能優異；同時，可得知太陽輻射累積量 (光積值 )驅動灌溉之結果，晴
天灌溉 3-5次，陰雨天灌溉 2次，具有適時智慧灌溉效益。若將灌溉資
訊去除可視為該作物之蒸發散量。

圖 1.蒸滲儀測量番茄盆栽蒸發散量

圖 2.番茄盆栽重量 (蒸發散量與灌溉量，紅色 )及太陽輻射 (藍色 )之變化歷程

免開網頁、免搜尋  葡萄病蟲害問題可問 Line 哦！
文圖 /杜易倉

為推動農業科技數位化，本場自 108年 4月起提供 Line@線上
病蟲害諮詢服務，藉由專家線上服務，提供使用 Line的農友線上
病蟲害諮詢，即時回應及診斷輔導。109年考量人工智慧 AI智能技
術的進步，為減輕專家負擔並深化服務量能，提供農友智慧協作，

本場專家彙整常見的葡萄病蟲害病徵資料，利用自然語言分析及 AI
深度學習技術，建置 Line@線上 AI智能客服葡萄病蟲害諮詢系統，
農友可透過與 Line AI系統線上的應答，由 AI系統判斷發生的葡萄
病蟲害，提供相關防治方式，並可連結最新之防治建議；而農友對 AI諮詢結果仍有疑
問時，還可經由系統內連結至本場 Line@線上病蟲害諮詢服務，進一步與本場專家連
絡。目前系統是利用自然語言分析及 AI深度學習模式來辨別使用者提問並提供葡萄常
見病蟲害的判斷分析，正確率約可達 8成，後期也會朝向建置 AI圖像辨識系統努力，
並串連各改良場所專長作物，提供整合性病蟲害諮詢服務。有興趣的農友可掃瞄下方

QRcode或於 Line搜尋@tdaisai加入。
另外，本場 Line@服務除了用於病蟲害防治方面，也於 110年 1月開通 Line@臺

中區農改場大小事推播服務，每週一告訴您上週本場發生的大小事，並提醒您本週的活

動，可掃瞄本場農情月刊上的 QRcode或於 Line搜尋@04.8523101加入。

▲  AI系統協助判釋▲ 葡萄病蟲害諮詢系統使用
介面

▲ 葡萄銹病發生嚴重之田區，果實轉
色將受影響

▲ 本場葡萄病蟲害智
能諮詢服務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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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節水現地宣導巡迴列車向前行 - 果樹篇

文圖 /陳盟松、徐錦木、葉文彬、吳庭嘉

有鑑於臺灣水情日益嚴峻，中部地區水稻、果樹、

蔬菜、花卉及雜糧特用作物等，陸續面臨灌溉用水不足

的壓力，為確保農民可持續有效供水，以維持作物生長

及未來收益，本場自 2月起，除辦理說明會及示範觀摩
會外，同仁亦陸續至轄內各作物產區進行抗旱節水現地

宣導講習，提供農民有效節水灌溉技術、相關作物栽培

及病蟲害防治因應策略。

目前中央氣象局預測未來降雨偏少之機率偏高，山

區的野溪溝渠等地因幾無降雨，蓄存水位也日益下降，

使得栽種於山坡地之果樹作物即將面臨灌溉用水不足之

威脅，而落葉果樹 (梨、葡萄、梅、桃及甜柿等 )與常
綠果樹 (柑橘、荔枝、龍眼、芒果及酪梨等 )正值開花
及果實發育期，對於水分需求十分敏感，需要持續供應

水分。故在水資源短缺的狀態下，本場同仁紛紛前往至

各重要果樹產區進行節水管路灌溉設施補助宣導及簡易

應急灌溉系統改善應用技術說明，讓農民進行田區灌溉管路改善作

業，使現有水資源可達到精準有效使用，以度過缺水危機。

截至目前本場同仁已於臺中市外埔區、豐原區、石岡區、東

勢區及和平區；南投縣集集鎮、信義鄉、仁愛鄉及竹山鎮；彰化縣

大村鄉、二林鎮、福興鄉、溪州鄉及北斗鎮等地，進行抗旱節水管

路灌溉設施補助項目、作物栽培管理因應措施及病蟲害防治等技術

說明。在節水管路灌溉設施方面，為使水資源可更有效利用，可依

照果園區域地形需求搭設管路灌溉系統。而農民常用的噴灌系統多

採用旋轉式噴灑器，利用馬達加壓將水噴灑於空中，以加大噴灌範

圍，因目前水源十分珍貴，此舉反而會造成大量水分於空氣中蒸發

▲ 梨園利用滴灌管或穿孔管，將水源侷限噴施於果樹作物根系生長範圍，以確保作物正常生長，
達到節水灌溉目標

▲ 徐錦木助理研究員至臺中市和平區果園，向農
友宣導水資源缺乏時，以寶特瓶包覆噴頭的簡
易改善措施，讓果園灌溉系統可達節水精準灌
溉之效

▲  若噴灌系統噴頭離果樹樹頭距離太遠時，可用
噴水帶將水源引導至根系範圍供水，確保珍貴
的水資源直接供應至作物根系，讓作物吸收

▲ 陳盟松副研究員至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向農友
說明柑橘果園節水管路灌溉應用技術，提供農

友抗旱因應措施

及滴落於非作物生長範圍，反而造成水資源的浪費，故建議農民可

採用微噴或滴灌系統，使水分供應侷限於果樹根系。若田區已有裝

設噴灌系統者，對於水分噴灑範圍過大的噴頭，可於噴頭外圍加裝

寶特瓶等資材，限縮噴水範圍；若噴頭離樹頭距離太遠者，則可用

噴水帶引導水源至根系範圍，確保珍貴的水資源可直接供應到地表

讓作物根系吸收。

由於中部地區水資源利用正處於嚴峻狀態，本場將持續加強節

水管路灌溉設施推廣、作物抗旱栽培技術及病蟲害防治方法宣導，

亦希望農友可改善管路灌溉系統，在水源不足之情況下，達到節水

精準灌溉的目標，以維持作物正常生長。

仁愛鄉松林部落伊娜谷香糯米田區生態介紹
文 /鄧執庸 圖 /羽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仁愛鄉松林部落座落於海拔約 1,000公尺，屬中海拔地區，該部落種植特殊的伊娜谷香糯米，其
稀有性與馥郁的香氣使之成為部落特色農產，在臺灣於此海拔栽培水稻實屬罕見，故香糯米田區生態特殊性

值得深入調查。

109年本場執行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即以香糯米田區進行生態環境初步勘查，於該年 8月
19日到 20日進行日間與夜間的調查工作，以穿越線法調查田區之物種與數量，項目包含：鳥類、兩生類、
爬行類、蝶類及蜻蛉類等。鳥類共記錄到 27種 146隻次，包括大冠鷲、黃嘴角鴞及領角鴞
共 3種保育類鳥類；兩生類共紀錄到 4種 114隻次，種類雖不多但數量豐富；蝶類共紀錄到
14種 43隻次；蜻蛉類共紀錄到 12種 158隻次。整體而言，所記錄到之生物多為平地至中
海拔森林常見的物種，尚無發現具特殊性或具有指標性之生物，惟單一次調查較難掌握一地

完整的生態，後續將深入調查瞭解當地生態環境的全貌。

透過本次調查初步了解香糯米田區夏季生態環境，可建立後續友善農法生態指標，亦

可作為當地生態基礎資訊，未來期望以里山倡議的精神作發想，持續朝生態與農業共榮的目

標邁進。
▲ 香糯米田區生態調查

▲ 翱翔於香糯米田區天際的大冠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