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八月 臺中區農情月刊【第一五六期】第一版

陳揆視察彰化埔鹽鄉農業災損允諾協助農民加速復耕 ........... ...........推廣活動專欄推廣活動專欄

國蘭產業向前衝-臺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蓄勢待發 ................. .................推廣活動專欄推廣活動專欄

農改場教導農民種出美味的良質米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 .......................................................... ..........................................................推廣活動專欄推廣活動專欄

『大肚山看天田』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 .......推廣活動專欄推廣活動專欄

臺中地區裡作蕎麥生產成本收益分析 ........................................... ........................................... 產銷專欄產銷專欄

台肥公司開始供應小包裝肥料 ............................................... ...............................................政令宣導專欄政令宣導專欄

農業設施總體檢-負壓風扇維護保養 ...................................... ......................................農業新知專欄農業新知專欄

農業初階省工自動控制的好幫手---定時器 ............................. .............................農業新知專欄農業新知專欄

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發行人：張致盛／總編輯：林錦宏／主編：陳蓓真／地址：彰化縣大村鄉松槐路370號／總機：04-8523101／網址：http://www.tdais.gov.tw／電子郵件：tfc@tdais.gov.tw
印刷設計：財政部印刷廠／統一編號：57206903　工本費／每份5元／農民服務專線：04-8532993／傳真：04-8524784

彰化郵局許可證
彰化字第 4 4 2 號
無法投遞請退回 中 華 郵 政 彰 化 雜 字 第 31 號 執 照 登 記 為 雜 誌 交 寄

第 一 五 六 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八月發行

本 期
要 目

推 廣 活 動 專 欄

廣告廣告

陳

國

農農

－－

臺臺

台台台台

農農

農農

日前蘇拉颱風橫掃臺灣，所挾帶強風豪雨已為中部地區農作物帶

來若干損害，8月3日下午行政院陳冲院長與陳士魁秘書長在農委會陳保

基主委、彰化縣卓伯源縣長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縣埔鹽鄉關心苦瓜及

花椰菜受災農民，在農民面陳與瞭解災損狀況後，陳冲院長並對農民的

損失表達關心，並允諾政府將全力協助農民，並幫助農民加速災損復

耕，目前農委會農糧署已準備30台GPS衛星定位的數位相機，供災損農

作物拍照存證與定位，可加速災害勘查作業，使農民得以儘速進行復

耕，讓整個農業生產供應不致產生中斷情況。

另為加速農作物復耕，陳保基主委當場亦指示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張致盛場長，針對目前轄區主要栽培作物，提供災害減輕與復育相關技

術措施，以全力協助農民，避免災害持續擴大。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亦已配合農委會啟動「災後復育技術團」，下

鄉輔導農民進行各項復育措施，農民若有需求可洽本場專線服務電話

04-8521114，連繫窗口為改良課魏芳明課長，電子信箱weifm@tdais.

gov.tw。主要作物復耕措施亦已透過新聞稿發送，籲請農民儘速作好災

後管理，以減少損失，相關措施可連結至本場全球資訊網頁查詢，網址

為http://tdares.coa.gov.tw。

文圖／蕭政弘

陳冲院長視察埔鹽鄉農業災損，允諾協助農民加速復耕

陳冲院長與陳保基主委及鄭汝芬立委田間視察花椰菜浸水萎凋受損情形 卓伯源縣長(右二)、林滄敏立委(左一)、張致盛場長(右一)籲請農民儘早復耕

農業改良場張場長致盛對此十分支持及肯定。臺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在

國蘭栽培農民的殷殷期盼下，於8月10日假本場3樓會議室召開發起人暨

第1次籌備會議，並於即日起至8月30日止公開徵求會員，歡迎從事國蘭

產銷及相關產業的個人或團體踴躍參與，詳情請洽臺灣國蘭產銷發展協

會籌備會(南投縣埔里鎮桃米路17-16號，電話：0921-914613，聯絡人：

游智超)，入會申請有關資料請附回郵信封向前項地址索取或於本場網

站(http://tdares.coa.gov.tw)下載入會申請書。

國蘭產業向前衝-臺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蓄勢待發
國蘭為臺灣出口產值第三名的蘭花產

業，100年外銷金額達新台幣2.3億元。近年

來，因國際金融情勢不穩定，致使國蘭外銷

的銷售量與價格變化甚劇，有鑑於團結就是

力量，國蘭栽培業者自發性的籌組全國性的

國蘭產銷發展協會，以期共同努力開發國內

外市場、推動國蘭產銷業蓬勃發展，臺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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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賴文龍、郭雅紋、陳玟瑾、曾宥綋

農改場教導農民種出美味的良質米農改場教導農民種出美味的良質米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

應用合理化施肥技術，不但能種出高品質的稻米，更能降低25.9%
的化學肥料用量，每公頃可減少2,268元的生產成本，推算目前臺中市

水稻栽培面積約14,143公頃，可節省成本3,207萬元。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為落實作物合理化施肥的宣導，特別於6月27日上午10時假臺中市

后里區公館里郭國雄副班長之稻田舉辦「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

示範成果觀摩會，后里區水稻產銷班班員及農友等近百位參與觀

摩，顯示「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對農民施肥方式改善，可提高

水稻施肥效果，深受農民肯定採納之新技術。本場多年來配合政

府政策推動合理化施肥措施計畫執行成果介紹農民採用，會場除

展現水稻田合理化施肥管理成果外，並提供作物合理化施肥、栽

培管理及病蟲害防治等專業技術諮詢。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張致盛博士表示：合理的施肥技術能

讓作物獲得 適當的養分，不僅能穩定產量與提升品質，更能有

效的降低肥料成本。目前農友栽培水稻施用的化學肥料三要素(氮
素、磷酐及氧化鉀)慣用總量為每公頃286.4公斤，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之試驗結果則建議合理施肥用量212.3公斤即可獲得相同的稻

穀產量，不但有效降低對化學肥料的依賴，節省生產成本，更可

在確保經濟收益的同時，提昇良質米的品質。

根據研究人員的調查，合理化施肥示範區水稻提早5~7天開花

抽穗，另與農友慣行用肥區的水稻不論在植株株高及穗數等生育

性狀差異均不明顯，顯見一般農友慣行施用大量氮素肥料以提高

產量的想法並不正確。此外，由於氮肥及鉀肥溶解性高，施肥時

以湛水狀態施入土壤中，以減少肥分流失；另水稻栽培田休閒期

間種植綠肥掩施後，據調查每公頃約可提供60~100公斤氮肥量，

本場張場長致盛博士致歡迎詞 本場賴文龍先生向農民答覆合理化施肥相關問題

研究人員向與會農民講解肥培管理過程 合理化施肥區與對照區水稻生育情形

本 士士本場張本場張本場張場長致場長致場長致盛博士盛博士盛博士致歡迎致歡迎致歡迎詞詞詞 文文 生 合理化化本場賴本場賴本場賴文龍先文龍先文龍先生向農生向農生向農民答覆民答覆民答覆合理化合理化合理化施肥相施肥相施肥相關問題關問題關問題本本本本場張場長致盛博 致歡迎詞 本

人人研究人研究人員向與員向與會農民會農民講解肥講解肥培管理培管理過程過程 合理化理化 水水 生合理化合理化施肥區施肥區與對照與對照區水稻區水稻生育情生育情形形

為另一種減氮肥方式，以達合理化施肥目的。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歡迎對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有興趣的農友，或其相關土壤及施肥技術，若有疑

問可隨時洽詢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土壤肥料研究室，我們非常樂意協助及

指導，連絡電話04-8528503。

為避免肥料過度施用，使農友正確依適地適作適量及適法之肥培

管理技術，有效發揮施肥效果。本場為配合推動『合理化施肥』政策

宣導，與臺中市沙鹿區農會合作，特別選在7月17日於該區九天玄女宮

旁蔡亨從農友甘藷田舉辦『大肚山看天田』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

成果觀摩會。觀摩會現場有本場土壤、病蟲害專家，以及地區農會幹

部參與，現場熱烈討論甘藷合理化施肥、栽培管理及土壤肥力分析等

問題，讓更多農友了解健康、優質及省成本的栽培管理方式。

臺灣每年施用的化學肥料因大部分流失而造成浪費，氮肥只有20-
30%真正被吸收，磷肥更少，只有20%，另外鉀肥也只有40-60%，為

經濟效益及減少對環境污染。目前農友慣行栽培肥料施用量，每公頃

基肥施用雞糞7,200公斤，追肥施用台肥43號400公斤，比較示範區則

每公頃以追肥施用台肥39號200及100公斤。經由農民採收甘藷收穫量

顯示，示範區收穫量大藷、中藷及小藷分別8,020、2,760、980公斤/
公頃，產量合計11,760公斤/公頃，而對照區收穫量大藷、中藷及小藷

分別7,780、2,830、910公斤/公頃，產量合計11,520公斤/公頃。以每公

頃產值而言，示範區較對照區產值高3,150元，另植株生育情形較無明

顯差異。但經採合理化施肥管理之示範區可減少每公頃施用台肥39號

『大肚山看天田』『大肚山看天田』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張場長介紹甘藷合理化施肥政策始末張場長介紹甘藷合理化施肥政策始末

處理
肥料

(包/公頃)

產量

(公斤/公頃) 合計

(公斤/公頃)
產值

(元/公頃)
大藷 中藷

小藷

(工廠加工)
合理化施肥

試驗區

5-2.5
(台肥39)

8,020 2,760 980 11,760 146,740

農民慣用

對照區

10
(台肥43)

7,780 2,830 910 11,520 143,590

備註：1.大藷、中藷、小藷產地價每公斤分別為14、10、7元。

　　　2.台肥39號價格400元/包；台肥43號價格410元/包。

101年臺中市沙鹿區臺農57號甘藷合理化施肥及農民慣用量收益比較表

300~200公斤，若在品質和產量表現良好之下，以台肥39號每公斤400
元計算，可省下支出3,000-2,000 元/公頃。

藉由此次觀摩會宣導甘藷合理化施肥理念，另希望農友能夠善加

利用本場所提供免費土壤診斷分析服務，可以使農友清楚自有田地養

分狀態，並依適地適作適時適量和適法的原則，使施用之肥料，發揮

大效用，除可降低肥料施用量，亦可兼顧永續生產環境維護，可說

是一舉數得。

廖宜倫助理研究員現場介紹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技術廖宜倫助理研究員現場介紹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技術 示範田區甘藷植株生育情形示範田區甘藷植株生育情形

示範田區所生產品質優良之甘藷示範田區所生產品質優良之甘藷

文圖／陳鐶斌、廖宜倫、林訓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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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世芳、廖宜倫

蕎麥為蓼科一年生草本植物，適宜冷涼季節栽培，早期農民之栽

培管理非常粗放，單位面積產量不高，常見的栽培種有普通種及韃靼

種，韃靼種之種實具苦味，又稱苦蕎，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育成之臺中2

號屬於苦蕎，相較於苦蕎，普通種則被稱為甜蕎，為大部分國家所栽培

之種類，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育成之臺中1號、臺中3號及臺中5號則屬於

甜蕎。

蕎麥之用途廣泛，種實含有高生物價的蛋白質，以及平衡的胺基

酸組成分與高含量的離胺酸，並含其他有益人體健康的微量元素與成

分，種實與植株均含芸香 成分，而芸香 在醫學上證實可降低出血性

疾病和高血壓導致的微血管脆弱性，並具有強化血管，預防腦中風等作

用。看好蕎麥富含保健重要成份的市場潛力，二林鎮農會與產學單位合

作，多年來陸續開發蕎麥粒、蕎麥粉、雪花片、薏苡蕎麥三合一及蕎麥

麵系列產品，在市場上頗具知名度。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近來致力於蕎麥

保健產品生產技術，研發出蕎麥花益壽禮盒，紫山蕎與蕎丹納膠囊等產

品。國內每年自中國大陸、美國、越南等國進口蕎麥供食品加工用，進

口量在93-97年曾多達915-952公噸，平均進口價格自90年9.04元/公斤，

至99年上漲至18.47元/公斤。

為了讓栽培之農民與收購之農民團體了解國產蕎麥生產成本，調

查100年期二林鎮與大雅區裏作蕎麥生產成本，獲知大雅區農會自100年

期二期水稻收穫後與農戶契作苦蕎18.6公頃，該會為鼓勵農民試作，補

助種子費、代收割費、拔除異品種工資、有機質肥料共30,000元/公頃，

平均每公頃產量2,032公斤，直接費用為30,000元/公頃，加計地租與資

本利息之總生產費用為39,864元/公頃，平均每公斤生產成本需19.62元

(表1)，大雅區農會向農民收購乾蕎麥粒40元/公斤，粗收益可得81,280

元/公頃，本期淨賺41,416元/公頃，農家賺款57,754元/公頃，以栽培日

數約3.5月而言，平均每個月可增加16,501元之收入，收穫後之植株也可

覆蓋為綠肥，較休耕有利可圖，假使農會沒有補助之情況下，農民之平

均生產成本將提高至34.38元/公斤，農家賺款仍有32,548元/公頃(表2)。

二林鎮已推廣多年，農會與該鎮雜糧產銷班班員契作，農戶種植

品種有甜蕎與苦蕎，計算甜蕎之產量平均每公頃1,878公斤，投入之直

接費用為39,140元/公頃，總生產費用48,322元/公頃，平均每公斤生產

成本為25.73元，收購價為50元/公斤，粗收益有93,900元/公頃，本期淨

賺45,578元/公頃，農家賺款57,380元/公頃，二林鎮因人工、機工成本

較大雅區低，又加以栽培管理作業純熟，土壤及肥培管理佳，肥料成本

較大雅區節省42%，農藥成本節省56%。

表1. 100年期裡作蕎麥生產成本分析

單位：元/公頃

項目
大雅區(苦蕎)

二林鎮(甜蕎)
有補助 無補助

種子費 0 2,000 4,000
人工費 14,328 17,185 3,488
肥料費 2,257 15,427 10,854
農藥費 225 225 144
代耕費 6,000 6,000 4,500
運費 1,792 1,792 2,792
代收割費 0 12,000 10,000
乾燥費 5,398 5,248 3,362
直接費用 30,000 59,877 39,140
地租 9,719 9,719 9,031
(自給) 2,921 2,921 6,616
資本利息 145 268 151
總生產費用 39,864 69,864 48,322
產量 2,032 2,032 1,878
每公斤直接費用 14.76 29.47 20.84
每公斤生產費用 19.62 34.38 25.73

表2. 100年期裡作蕎麥收益分析

單位：元/公頃

項目 大雅區(苦蕎)
二林鎮(甜蕎)

有補助 無補助

粗收益 81,280 81,280 93,900
本期淨益 41,416 11,416 45,578
家族勞動報酬 54,689 29,359 50,612
農家賺款 57,754 32,548 57,380
平均銷售價格 40 40 50

國產蕎麥產量受氣候影響大，目前產能較低，導致國產蕎麥脫殼

機械及脫殼技術尚未完備，影響國產蕎麥後製加工使用。蕎麥在裡作栽

培具有省工，可加工為多項保健產品之優勢，但與進口蕎麥比較，國內

生產成本較高，在勞力成本低之鄉鎮如二林鎮，生產成本與進口價格接

近，二林鎮農會以高於進口價格契作收購保障農民收益，多年來有固定

農戶配合生產，大雅區農會自100年起採契作方式，補助部分費用，可

吸收將近40%之成本，但收購數量有限面積擴大尚不易。基於提高國內

糧食自給率，替代部份進口量之考量，迎合在地生產在地消費之潮流，

建議由契作之廠商，尋求有意發展特色產業鄉鎮農會小量栽培，與農民

契作，擴增栽培面積，一方面活化休耕田，兼具美化冬季田園景觀之功

能。

台肥公司開始供應小包裝肥料台肥公司開始供應小包裝肥料
1. 台肥公司已提供 25 公斤小包裝肥料。

2. 小包裝肥料種類：包含 1 號、142 號、5 號、39 號、43 號、特 43 號等傳統複肥及寶效複肥與即溶複

肥等產品。

3. 肥料價格：其出廠價格比照 40 公斤大包裝產品價格，惟須酌收所增加包裝成本每包 5 元。

4. 申請流程：農民可依需求透過當地鄉鎮區農會向由縣（市）農會反映，彙整需求數量，再向台肥公司

當地營業所下單訂貨供貨。

（依 101 年 4 月 9 日農糧署資字第 1011007966 號函宣導）

產 銷 專 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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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初階省工自動控制的好幫手--農業初階省工自動控制的好幫手--定時器定時器

文圖／張金元、田雲生

負壓風扇廣泛應用於設施，其可快速地將設施內空氣排出室外，

達到通風換氣的效果，若再搭配水牆系統，則可驅使外界空氣經由水牆

吸入室內，使溫度降低。此型風扇多應用於密閉型溫室，因將室內空氣

抽出而達到負壓，因此又稱為負壓風扇。其機件之構成包括機架、葉

片、馬達、皮帶、防護鐵網、百葉窗及離心錘組件(或彈簧組件)等，其

中百葉窗啟閉的機構有離心錘式及彈簧式兩種，利用離心錘組件中的二

顆重錘，在馬達啟動後，重錘因離心力向外而推動機構開啟百葉窗，當

轉速下降時，重錘回復原位則百葉窗關閉。另一種形式為彈簧式，當風

壓大於彈簧拉力時，百葉窗則被風吹動開啟，當風壓低於彈簧拉力時，

則百葉窗因彈簧力關閉。

英文表示型式，後面的數字表示長度(英吋)，如圖顯示為A 85，即為A 
Type、周長85英吋，另外有些皮帶會標注13 X 2160 Li，13為皮帶頂寬

度13mm，2160 Li則為有效長度2160 mm。安裝時以先裝小輪再裝大輪

為原則，可使用工具輔助皮帶進入溝槽內，安裝好後再壓按皮帶觀察鬆

緊度，裝置太緊容易造成磨損、龜裂或起毛邊，並且會增加馬達的啟動

負荷，裝置太鬆則會發生打滑，鬆緊度的簡易測定法是以拇指壓按皮帶

觀察移動的距離，鬆緊度一般約1/2英吋(1~1.5 cm)左右。

設備維護保養看似困難但其實不難，第一次總是較不熟練，但若

能親自保養後，就能知道維護保養工作其實很簡單也很重要。

負壓風扇 離心錘式
(關閉狀態)

離心錘式
(開啟狀態)

彈簧式

負壓風扇會因異物阻塞、異音、皮帶脫落、打滑、龜裂、機件損

耗、百葉窗啟閉異常、機體進水等情況發生，而造成打滑的原因有油

漬、皮帶龜裂或起毛邊等，此時即須進行保養，以延長使用年限及維持

較佳的效能。在農業環境中會有樹枝、樹葉、塵土、昆蟲、鳥類等，進

入負壓風扇則會造成阻塞或百葉窗啟閉異常，須定時檢查並排除異物。

維修作業時須確實關閉電源並貼上維修保養警告標誌，以告知他人注

意。更換時，因風扇葉片及鑄鐵皮帶輪毛邊鋒利易割傷，拆卸保養請穿

戴棉質手套等防護措施，建議更換以二人以上作業較快速容易及安全。

皮帶拆裝五步驟如圖，拆下防護鐵網後，使皮帶脫離鑄輪溝槽，

再繞過風扇葉片及軸心，即可將皮帶拆卸下來，可至附近農機行或五金

行洽詢購買。由皮帶表面上的編號得知規格，負壓風扇常用一般標準

型三角皮帶，其形式有k、K、M、B、C、D，皮帶標示方式，前面的

皮帶規格

步驟一
拆下防護鐵網

步驟二
拆下皮帶後繞過葉片軸心

步驟三 
先安裝小輪

步驟四
再安裝大輪

步驟五
檢查皮帶鬆緊度

臺灣的經濟發展在民國40到50年代以農產品出口換取外匯進而扶

植工商服務業，立基在「以農立國」的古訓上百業成長茁壯，此種根

植在以農業發展工業，以工業幫助農業的發展模式，造就今日繁榮安

定富足的臺灣，工業發達的今日臺灣，工業產品應用在農業上，改善

農耕生產管理收穫加工儲藏的品項眾多，其中使用 多的應屬定時器

了。

定時器就是所謂的「態麻」，英文單字為Timer，顧名思義就是在

一天當中固定的時刻啟動或停止設備工作，以時間為基準，不考慮你

的年紀與心情、氣候陰晴和作物生長階段處於剛剛播種、移植或即將

開花結果。

現今農業設施精緻栽培模式屬於資本密集(投資成本高)、技術密

集(經驗累積與學習新知並重)的產業，硬體投資可以是 簡單的錏管遮

雨棚或較高級的有遮陽、風扇、水牆、天窗的環控設施，但是遮雨棚

每分地造價也須數十萬元，一般農民投資前都是考慮再三的。其中有

個特點是，不論何種農業設施栽培一定都有用到定時器的機會，主要

用在定時灌溉澆水，在白天補給充足的水分讓植物行光合作用，生產

碳水化合物，而所謂的「充足的水分」就比較複雜了，這個層次就屬

於技術密集的層次，須考慮一天澆幾次水？一次澆多少水？及天氣陰

晴等條件。除了澆水之外，風扇、側邊塑膠布、遮陰網與燈光等之開

關，均可讓定時器代勞。

定時器是一個穩定的工業產品，種類繁多、功能大同小異，機型

分成機械式與電子式。機械式定時器(新型有停電保持電池，停電約可

文圖／陳令錫

機械式定時器，左下方盒蓋
打開可看見停電保持電池

二個機械式定時器使用一段
時間後，時間不一致的異常
情形，需要勤查看與調整

電子式定時器價格較高功能
較強，簡單學習就會使用

運作一天)較為一般人普遍使用，但是機械式定時器有個特點就是使用

一段時間後，碰到停電保持電池電力不足，碰巧臺電停電時，機械式定

時器就停止運作，等到恢復送電時，定時器從停電時刻恢復計時，此時

定時器的時間是不正確的時間。除此之外，任何設備均有誤差，很多農

場定時器使用一段很長的時間後，若疏於注意，都有時間不正確的問

題，原來設定應該早上9點澆水，可能在下午2點才澆水、甚至晚上澆

水，時間錯誤的結果可能植物需要水時沒有澆水。解決之道就是提升管

理品質，時常勤於檢查與調整，或採用成本較高的電子式定時器，電子

式定時器內部具備電池，停電保持之耗電量低，在電池電力充足情況

下，停電時仍可維持定時器之時間準確。

農 業 新 知 專 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