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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菇包與羽毛遇上功能微生物 - 多元產業應用之本土介質孕育而生記者會紀實

熱情果香 - 百香果常見品種介紹

百香果種苗病害驗證與繁殖圃檢查實務簡介

應用全基因體關聯分析找尋水稻抗病基因之研究

「廢菇包與羽毛遇上功能微生物 - 多元產業應用之本土介質孕育而生」
記者會紀實

文 /曾宥綋 圖 / 蔡本原

臺灣每年產生之農業剩餘資源超過 500萬公

噸，其中廢棄菇包約 15.6萬公噸、廢棄羽毛約 2.8

萬公噸，若能進一步加值應用，當能符合全球減廢

零廢的訴求，為永續循環盡一分心力。當前，臺灣

蔬菜育苗業者及草花盆栽生產業者運用 90%的進

口泥炭培育作物，近兩年受疫情影響，恐因船運價

格高漲而售價上揚，不僅壓縮業者獲利空間，亦導

致未來田區無苗可種的窘境，若能開發本土介質以

替代進口泥炭，不僅降低生產成本，也可確保未來

蔬菜供苗無虞；此外，國內近年來為因應極端氣候

而興建許多溫室設施，除介質需求大增外，作物栽

培過程需配製營養液，以即時供應作物所需養分，

而針對剛回鄉務農與對農業具熱忱朋友，在農業肥

培經驗尚不足情況下，是否可免除營養液調配程

序，選用市售即溶肥料即可生產優質農產品。為此，本場於 110年 8月 19

日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廢菇包與羽毛遇上功能微生物 -多元產業應

用之本土介質孕育而生」記者會，介紹本場應用木黴菌處理廢菇包木屑，

成功開發出本土蔬菜播種及草花專用介質，可取代 50%進口泥炭介質，節

省 40%生產成本；另同樣應用菇類廢棄木屑，添加羽毛及羽毛分解菌，試

驗開發羽毛生物堆肥及緩效供肥介質，栽培作物時只需澆水或僅需施用市

售即溶肥料，便可生產優質農產品，生產成本較泥炭介質節省 50%。該 3

項農業副產物加值開發之本土介質，可運用於蔬菜育苗業者、草花生產業

者、設施介質耕作生產者及家庭園藝愛好者，深具多元產業應用潛力。記

者會後，陸續有民間業者洽詢本土介質製作及應用技術，期望可以完成技

轉並量產應用，嘉惠農友與消費者。

  應用羽毛分解菌生產羽毛生物堆肥與緩效供肥介質，
不額外施肥或施用市售即溶肥料即可生產優質農產品

  應用木黴菌生產本土草
花專用介質，可替代
50%進口泥炭土

   ▲ 本場前場長張致盛署長 (中 )及林學詩所長 (左 3)特地至記者會現場支持李紅曦場長 (右 3)及同仁，
對於本場本土介質研發成果給予高度肯定

活動
快訊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月 4日至 7日 農民學院葡萄經營管理班線上遠距 視訊教室

10月 13日至 15日農民學院友善環境病蟲害綜合管理班線上遠距 視訊教室

10月 14日至 23日 2021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永續發展館展覽活動 線上展覽

10月 20日至 22日農民學院農產品牌行銷班班線上遠距 視訊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本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本場轄區 110年度產銷履歷達人與通過驗證品項
壽米屋企業有限公司－水稻

彰化縣二林鎮紅龍果產銷班第 19班－紅龍果

110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名單出爐

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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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杜易倉

位於濁水溪沿岸的彰化縣二水鄉，肥沃土壤，孕育出最令人讚

賞與回味的稻米。出身苗栗縣三灣鄉的林肇榮先生，深知濁水溪得

天獨厚的條件，離鄉背井在二水鄉建立結合日光、月光及星光的三

光米，林肇榮先生深知品質比產量重要，遂從源頭開始，技轉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抗病蟲害品種，使用健康的秧苗，並減少

單株秧苗數量與拉大間距，建立水稻合理化肥培與 IPM綜合防治模
式，也因長期投入水稻友善環境耕作模式，108年更榮獲農委會第一
屆永續善農獎的肯定。林肇榮先生為更進一步提升稻米的品質與碾

製良率，與清華大學合作於田間導入感測 IoT等設備，建構雲端大
數據智慧生產輔助決策系統，與另為落實食安自主把關，與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合作導入拉曼光譜儀，自主檢測農藥殘留，此外，碾

米加工流程亦導入通過 ISO9001、ISO22000、HACCP及產銷履歷等
驗證，提升農產品的安全性。

為確保生產端的穩定性與安全性，林肇榮先生輔導農民成立三

光米產銷專區，辦理農民訓練，導入標準栽培管理觀念，並採分級

收購與加價之計價方式，穩定稻農利潤，讓農民更重視品質而非拼

▲ 洪梅珠副場長 (左 4)代表李紅曦場長前往模範農民林肇榮 (右 3)米廠處貼榜祝賀

熱情果香 - 百香果常見品種介紹
文圖 /昌佳致

百香果為西番蓮科 (Passifloraceae)、西番蓮屬 (Passiflora)的攀緣植物，

西番蓮科約有 400種原產於南美洲巴西，具觀賞價值，少數可供食用。

109年全臺種植百香果面積為 894.51公頃，南投縣占 655.32公頃，以下

簡介目前中部常見百香果品種，提供農友參考。

一、 台農一號：花朵從早上至傍晚開放，日夜溫 25/20℃花芽分化較穩定，

具自交親和性，酸度適中，香氣濃郁，兼具加工與鮮食特性，為目前

臺灣百香果主力栽培品種。

二、 滿天星：花朵中午至傍晚開放，果實表皮有明顯白色較大斑點而得名，

掛果時間較長，甜度高，酸度低，帶有獨特風味，南投縣埔里地區、

臺中市新社區與后里區及彰化縣福興鄉等地均有栽培。

三、 黃金：此類別成熟時果皮顏色呈金黃故得其名，市售種苗有上述特性

品種幾以黃金稱之，各品種口感略有差異，花朵亦為中午至傍晚開

放，果實甜度高與酸度低，臺中市新社區、后里區及彰化縣溪湖鎮等

地均有栽培。

四、 香蜜：原產於巴西，國內亦有雜交選育出與之相似的品種，花朵香氣

濃郁，花色絢麗兼具景觀價值，市售種苗品種部分需異株授粉，其果

型大，類似酪梨或木瓜，種籽與果肉皆可食用，南投縣鹿谷鄉有較大

面積商業栽培。

國內百香果種植面積逐年成長，近年除南投縣埔里鎮生產正期果外，

彰化縣、嘉南平原及屏東平原等地則透過燈照於網室內生產冬季產調果，

使得國內百香果市場供應與價格趨於穩定，然為減緩病蟲害與病毒感染之

問題，未來期能透過育種與栽培方法等措施，再提升百香果產量與品質。

 ▲ 模範農民林肇榮經營的三光米以整套進口
設備生產優質包裝米

 ▲ 三光米生產多樣化的小包裝米

稻米產業升級推動者 - 林肇榮

 ▲ 臺灣常見各品種之百香果植株

產量生產，109年契作面積達 250公頃以上，另與 7家農會合作建
立共同產銷經營模式，協助地區稻米末端加工處理與包裝。除擁有

良好契作稻米來源外，為精進後端加工處理品質，林肇榮先生投資

導入全套日本進口高階精米設備與技術，高效生產 CNS一等米，
並設置米飯食味鑑定室，嚴格把關加工品質。除農業生產經營外，

在農業政策配合與地方服務方面，林肇榮先生以粗糠作為稻穀

烘乾調質，減少燃油使用，並提供烘乾後之碳化稻穀供農民改

良土壤使用，讓農業剩餘物質可以循環利用；與在地國中小學

合作，訂定食農教育課程，積極推廣食農教育；設計品牌小包

裝米，透過網站與參加各式展售行銷，拓展產品能見度與銷售

量，達到建立農產品品牌與提高價值之目的。因林肇榮先生在

稻米產業由生產、加工、行銷及熱心協助在地事務等優異事

蹟，故榮獲第 32屆全國模範農民的肯定。

台農一號

滿天星

黃金

香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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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禮深班長的優質
溫室葡萄與百香果

文圖 /陳蓓真、葉文彬

彰化縣溪湖鎮

是臺灣巨峰葡萄栽

培面積與產量第一

的鄉鎮，也是溫室

葡萄重要的產區，

溪湖鎮果樹 (葡萄 )
產銷班第十班王

禮深班長利用溫室

與夜間電照，成功

生產高品質與採收

期較早的葡萄。王

班長早期投入葡萄

栽培時，每日都會

巡視園區葡萄的生

長，他發現生長在

路燈下的葡萄株，

無論是枝條的生長、著果穩定度及果實整體表現都比其他

區較好，因而啟發他在葡萄園區架設水銀燈進行燈照的想

法，最後印證他的觀察並生產出重量、糖度及品質高人一

等的早收葡萄，也成為高品質溫室葡萄代言人。除了生產

巨峰葡萄外，王禮深班長 8年前到埔里鎮大坪頂地區觀摩
百香果產業，從此開啟了他於溫室種植百香果的想法，他

選用滿天星品種，於開花期人工授粉，提高種子數與果汁

率，並應用燈照促進果實後期轉色，產期在 12月至隔年 3
月底，錯開大坪頂地區百香果台農一號產期，而王班長的

溫室百香果不僅果粒大且風味濃郁，供不應求，為彰化縣

栽種溫室百香果的第一人。王班長也樂於分享葡萄與百香

果的栽培經驗，期望溪湖地區的溫室葡萄與百香果能夠永

續傳承與經營。

 ▲ 王班長 (左 )與兒子一起經營果園，常與本
場葉文彬副研究員 (右 )討論葡萄與百香果
栽培要領

 ▲ 王禮深班長為彰化地區溫室內栽培百香果第
一人 (圖 /王禮深 )

百香果種苗病害驗證與繁殖圃檢查實務簡介
文圖 /許晴情、昌佳致、黃冬青

百香果 (Passiflora edulis)又稱時計果，由於其營養豐富，果汁香味濃郁，深受國人喜愛。臺灣百香
果種植以嫁接苗為主，但曾因嫁接苗傳播病毒病之影響，降低良果率而重創產業。因此，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為強化種苗繁殖業者對於種苗生產之管理能力，於 105年公告訂定「百香果
種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分為母本樹 (G1)、供穗樹 (G2)及栽培用嫁接苗 (G3)三個生產階段，以穩定
百香果生產。

本驗證作業中，本場除負責採樣送檢外，亦依作業須知規定進行各繁殖圃之操作管理。例如，有

關各階段繁殖圃設施建置，植株應種植於具有 32網目以上之防蟲網室及進出口雙層門，以防止害蟲入
侵，造成病毒病傳播；設施需具遮雨功能，以減少真菌性病害的發生。此外，亦會依據作業須知進行

下列檢查，包括：一、管理人須提供管理紀錄，以了解疫病蟲害防治情況；二、除了母本樹外，各階

段種苗之接穗來源須為驗證合格期限內之植株，如遇缺株須補植，應以驗證合格期限內之母本樹之接

穗繁殖；三、母本樹採單株編號，供穗樹則以單株或棚架為單位編號，每一棚架中所栽培之植株須來

自同一母本樹；四、母本樹、個別供穗樹需有專用刀具，避免修剪器械混用造成之傷口感染病毒；五、

嫁接苗於嫁接完成後，應移入具遮雨、防蟲及防雜草之癒合室內進行癒合；六、若發現植株感染病毒，

應移出並銷毀，並加強該繁殖圃之清潔與防治；七、控管人員出入，做好雜草管理，定期施行媒介昆

蟲防治及維持繁殖圃清潔，避免雜草及媒介昆蟲孳生而成為病毒傳播來源。

經過幾年的努力，自 105年底推動迄今，已有 7家業者參與本制度的推動。本場已協助辦理 17件
母本樹 (共 249株 )、19件供穗樹 (共 3,936株 (棚 ))及 4件嫁接苗 (共 15,182株 )驗證申請案，且已
具有完整三階段驗證之百香果種苗，可供農民栽種選擇，欲投入百香果生產的朋友建議可選購具種苗

驗證合格證明的種苗，對提升百香果生產之果品品質與產量有莫大助益。
▲ 百香果種苗病害驗證之 G1母本樹採單
株種植且有專用刀具配置

▲ 植株罹染病毒病使果實硬化、果汁率降
低，無法正常發育

文心蘭碎石介質分離處理機研發應用

文圖 /田雲生、張金元

臺灣文心蘭切花多以盆栽生產管理，每分地 9,000-10,000盆，並以碎
石或混搭木炭、樹皮等為介質，兼具底部支撐與穩固植株不易傾倒；通常

每隔 5-7年須汰換老舊植株，以確保切花品質，但廢棄植株若隨意堆 (棄 )
置未妥善運用，恐造成環境污染與資源浪費。若將碎石與植株予以分離，

前者可鋪設於溫網室內，抑或再處理而重複使用；後者則供為生質燃料或

切碎為堆肥材料，實兼具農業循環的功能與價值。

現階段碎石與植株分離皆仰賴人工以敲打撞擊方式，每小時處理 30-50
盆，相當辛苦與耗費體力，花農期盼試驗研究單位能開發省工輔助機械供

作業應用。有鑑於此，本場研究團隊參酌茶葉炒菁機作業原理，設計由筒

壁具孔洞、可調速的迴轉滾筒及相關配件所組成，操作時由人工脫盆後，

將老舊植株投入滾筒內，經迴轉攪動將碎石與植株分離，碎石自滾筒壁的

孔洞中篩出，植株則藉由傾斜滾筒與筒內具螺旋狀排列的圓鐵撥片向後方

輸送。考量機械後續使用需求，規劃有手推電力驅動與車載引擎驅動 2種
機型，前者具有 4個支撐輪，採用
交流轉直流馬達驅動，將篩出的碎

石以錐形斗集中於機體下方，再由

傾斜輸送帶導出裝籃 (袋 )；後者則
裝載於農用搬運車輛上，以既有引

擎動力經變速箱傳遞至滾筒迴轉，

篩出的碎石以平面輸送帶橫向單側

送出，再予以收集或後續應用。

經田間測試結果顯示，碎石介

質分離處理機之作業效率較人工快

達 3倍以上，並具產業利用、新穎
及進步性，本場團隊將針對此創新

結構提出專利申請，並技術移轉予

農機與機械業者進行商品化製造，

推廣供文心蘭等花農與產銷班應

用，降低農友作業辛勞，提升產業

規模與競爭力。

 ▲ 手推電力驅動式機械之作業測試

 ▲ 碎石介質分離處理機滾筒攪動與植株後送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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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推動農村綠色照顧工作
        辦理綠色照顧推廣人員訓練

文圖 /張惠真 

因應農村人力老化，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自 80年推動農漁村高齡者生活
輔導工作。108年首次辦理全國十大綠
色照顧優良典範徵選，肯定獲獎單位

對農村綠色照顧的努力與貢獻。109年
配合行政院長期照顧 2.0政策，於全國
農漁村設置綠色照顧 31個站點，110
年透過綠色照顧推動示範計畫，以期

更多農漁會結合在地農業資源與綠色

元素，發展具地方特色的綠色照顧站，

其中本場轄區有 13個農會辦理綠色照
顧站及試辦站。

本場配合農委會農村綠色照顧政

策，於 110年 8月 11日辦理綠色照顧
推廣人員線上訓練，共有農會推廣人

員與志工 85人參加。課程由李紅曦場
長開場致詞；農委會郭愷珶科長進行農村綠色照顧政策與推動說明；陳玉楚營

養師講授互助共食之菜單設計、食物製備與管理及建立在地化符合長者飲食的

營養烹調；下午則由龍井區農會林琇琪指導員與花壇鄉農會蘇素賢指導員分享

執行農村綠色照顧站經驗，最後在楊嘉凌課長主持綜合檢討與問卷填寫後圓滿

結束。

此次線上課程，高達98.7%的學員表示對了解綠色照顧「工作內容與政策」、
「相關知識」及「推動綠色照顧相關工作」很有幫助；約有 13.3%認為線上學
習效果較實體課程好；學員 100.0%表示對線上課程操作沒問題。透過本次訓練，
增進推廣人員農村綠色照顧知能，以投入農村綠色照顧工作。

應用全基因體關聯分析找尋水稻抗病基因之研究
文圖 /郭建志

抗病育種為作物防治病害的策略之一，首要目標為找尋作物抗

病基因 (R gene)或與抗病相關的數量性狀基因座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QTLs)。傳統抗病育種模式主要依表現型 (phenotype)進行抗病
篩選，容易受病原菌毒力強弱、接種方式、發病條件、環境因子及

病害檢定等條件影響，往往造成選拔不精確，過程費時耗力。全基

因體關聯分析 (Genome wide associated study, GWAS)為近年來探勘作
物抗病基因常用的技術之一，應用於探勘作物種原內抗病基因的頻

度差異，尋找對特定病害之抗病基因，作為分子輔助育種之抗病種

原材料，藉以加速作物抗病育種的時程與效率。以水稻為例，國內

學者應用自美國引進之 Rice Diversity Panel 1(RDP1)水稻種原 (來自
82國家的 413歧異品種 )中之 314個水稻品種，分別利用 2株遺傳
具有差異性之稻熱病菌株與水稻徒長病菌株，接種於 RDP1水稻種原，取得稻熱病與徒長病之表現
型資料，分別應用 44,100個高通量 SNP資料，利用 GWAS與單套體 (haplotype)方式將表現型資料
與基因型資料進行關聯分析，結果確認有 100個候選基因與稻熱病抗性具高度相關。徒長病分析結
果共獲得 14個 QTLs、206個與抗病相關之候選基因。近年本場研究發現水稻細菌性條斑病，此病
原菌與水稻白葉枯病為同屬同種之不同病原型 (pathovar)，相較於水稻白葉枯病已發表了 30個以上
的 R gene，水稻細菌性條斑病仍未發現具有 R gene的存在。因此，本場利用 GWAS技術評估與篩
選水稻抗細菌性條斑病之抗性基因，利用強毒力細菌性條斑病菌株，接種 258個 RDP1水稻種原之
葉片，應用 GWAS分析，初步篩選出數 10個抗性種原及 6個與細菌性條斑病抗感性高度相關之候
選 QTLs，其中第 12條染色體上的 QTL與國外研究發表可抗水稻細菌性條斑病的 QTL有高度重疊，
顯示此區域可能存在抗病相關的 R gene或 QTL，相關研究結果應可作為後續開發水稻抗細菌性條斑
病育種分子標誌參考使用。

 ▲  RDP1抗性種原 (圖左 )分別接種細菌性
條斑病 (上部 )與水稻白葉枯病 (下部 )
與對照感病品種 (圖右 )相比之結果

 ▲ 農委會郭愷珶科長說明農村綠色照顧政策與
推動

 ▲ 李紅曦場長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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