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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葉士財、賴文龍、白桂芳

為輔導農友合理施用肥料並發揮最大施肥成效，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時於南投縣中寮鄉辦理「柳橙合理化施肥示範成果

田間觀摩會」，除向農友說明如何減施28% 的肥料又可確保

柳橙產量外，並提供栽培管理及病蟲害防治等技術諮詢，當

日有各鄉鎮農會及柑橘產銷班農友百餘人出席是項觀摩會。

對於柳橙合理化施肥技術之效益，各界人士均留下深刻印

象，順利完成觀摩會宣導之目標。

臺中場場長張致盛博士表示，柳橙多種植於山坡地，農

友為了提高產量，普遍存在多施多產的施肥觀念，反而導致

肥料浪費及流失的情形較其它作物更為嚴重；此外，過度施

肥容易造成枝梢徒長、流花及著果不良的現象，反而降低柳

橙品質及產量。張場長建議農友多利用臺中場提供的免費土

壤肥力檢測服務，據以擬訂柳橙合理化施肥管理策略，以有

效降低肥料的施用量並確保柳橙的品質。

本次觀摩比較合理化施肥區與農友慣行區之化學肥料

施用量，合理化施肥區經以1次基肥外加3次追肥，實際施

用三要素總量為630.6公斤/公頃，換算三要素肥料為氮(N)-
磷酐(P2O5)-氧化鉀(K2O)＝290-125.55-215公斤/公頃，以氮素

（N）31元/公斤，磷酐(P2O5)29元/公斤，氧化鉀(K2O)25元/公
斤計算，每公頃肥料成本為18,006元。農民慣行施肥主要差

異在有機質肥料(4.5：1.0：1.0)施用400公斤/分地，於果實發

育期增施追肥，將其總施肥料量換算三要素肥料為氮(N)-磷
酐(P2O5)-氧化鉀(K2O)=408.6-172.35-297.5公斤/公頃，實際施

用三要素總量為878.45公斤/公頃，換算成每公頃肥料成本為

25,102元。以上數據顯示，合理化施肥區每公頃三要素肥料

用量較農民慣行區減少247.9公斤(28%)，換算成肥料成本每

公頃可節省7,096元，此外，慣行區因過量使用化學肥料，誘

發大量徒長枝，致使通風性不佳，不利於病蟲害的管理，並

增加剪除徒長枝的管理成本每公頃約 10,000 元。

因此在本次合理化施肥示範下，從土壤肥力分析到合理

化施用有機質肥料及化學肥料，合理化降低肥料之施用，使

肥料充分為植物體所吸收，即可確保柳橙之品質。

▲示範區極少有徒長枝，果實生育良好

▲合理化施肥觀摩座談會現場

　　　　柳橙合理化施肥觀摩會柳橙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示範區極少有徒長枝 果實生育良好▲示範區極少有徒長枝 果實生育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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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葉文彬、張致盛、張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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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改良場的農業參訪接待服務，是促進國內外農業知

識及技術交流的重要管道之一，臺中區農業改良場於101年
度接待國外來賓計30團， 497人，國內來賓計48團，2,241
人，農業參訪交流活動頻繁。

101年12月7日臺灣大學邱智賢教授偕同越南安江大學校長

等人，參訪本場轄區內彰化縣社頭鄉農會之農特產品精品館，

該精品館於101年年初落成，主要任務為展售地區性農特產品。

社頭鄉之農業三寶分別為「龍眼、稻米、芭樂」，因此該精品

館內所呈現的農特產品多為龍眼、稻米、芭樂等相關開發產

品，同時展售臺灣農漁會百大精品。社頭鄉農會總幹事蕭浚二

細心的解說社頭地區農特產品的特色與開發緣起，並與越南安

江大學校長及農業人員交流在產品開發上的心得，參訪來賓們

越南安江大學校長越南安江大學校長
        參訪社頭鄉農會農特產品精品館紀實參訪社頭鄉農會農特產品精品館紀實 文圖／許榮華、楊嘉凌、林錦宏

▲▲社頭鄉農會蕭總幹事浚二(中)接待社頭鄉農會蕭總幹事浚二(中)接待

安江大學校長(右三)安江大學校長(右三)

▲『芭樂心葉茶』之包裝禮盒產品▲『芭樂心葉茶』之包裝禮盒產品 ▲參訪來賓與本場林課長錦宏、社頭鄉▲參訪來賓與本場林課長錦宏、社頭鄉
農會蕭總幹事浚二熱列討論產品的生農會蕭總幹事浚二熱列討論產品的生
產、製造、包裝、行銷等方面的問題產、製造、包裝、行銷等方面的問題

▲▲安江大學校長Vo Van Thang(中)與安江大學校長Vo Van Thang(中)與

張致盛場長(左二)、臺灣大學邱智賢張致盛場長(左二)、臺灣大學邱智賢
教授(右一)合影教授(右一)合影

感受到農特產品也可以利用新奇的產品型式進行銷售，其中在

『富貴良緣』禮盒及『芭樂心葉茶』的項目，令參訪來賓尤感

興趣，熱烈討論這些產品的生產、製造、包裝、行銷等方面的

問題，而蕭總幹事對銷售這兩項開發產品也具有相當的信心，

其中『富貴良緣』禮盒更榮獲農委會農業十大伴手禮殊榮。

在參訪精品館過程中，來賓們感受到臺灣農業相關從業

人員在農業經營上的用心，尤其社頭鄉農會設立精品館，除

了將地區性的農產品，包裝成多樣式的禮盒外，更將傳統農

作物開發為各式各樣的產品銷售，都令人感到新奇及敬佩。

本場張致盛場長特地在參訪結束前，與來賓會面及交換心

得，說明臺灣推動農特產品的措施及理念，使參訪活動畫下

圓滿的句點。

巨峰葡萄是臺灣栽培最多的品種，在臺灣利用特殊的

氣候與地理條件，於不同時期配合修剪與催芽作

業，發展出多種產期調節模式，多收栽培無論是一年二收夏果

與冬果、一年一收夏果或秋果或溫室春果，都需配合修剪作

業，然而，修剪催芽後，並非等萌芽即可，在此時期尚有些田

間作業需進行，以確保生產優質之葡萄。

生產溫室春果一般在3月中旬至6月中旬進行採收，採收

後將結果母枝回剪至2-3芽，再行催芽培養翌年結果母枝。因

此，溫室葡萄生產冬季修剪依產期調節需求，會於10月中旬

至12月中旬進行冬季修剪、催芽作業，修剪時視枝條生長勢

強弱進行調整，一般強枝弱剪，留12-15芽，催5-6芽，弱枝

強剪留5-7芽，催3-4芽，頂端靠近修剪處之芽及基部2-3芽不

催。此時期臺灣平地產區日溫仍高，會先進行修剪催芽，於

催芽後3-5天內再將PE塑膠布覆蓋，因日溫仍高，至萌芽所需

日數較短(10-14天)，在修剪後應立即進行清園之作業，徹底

以藥劑噴洗枝條及主幹，降低病原菌及蟲害(請參考植物保護

手冊推薦用藥)。清園後以結束機或環保魔絲將結果母枝固定

於棚架上，使萌芽後方便新梢誘引作業。

目前溫室生產春果大部分僅一年一收，又6月前就修剪培

養結果母枝，如上期有控制產量，枝條累積養分充足，萌芽

後視新梢生育情形進行疏芽作業，如果生長勢強者，疏芽作

業可稍緩，以避免新梢徒長，反之新梢生長勢弱者應及早疏

芽，促進新梢生長，一般結果母枝都有3-6芽可選擇，避免留

同一方向之芽體。

今年11月中連續降雨，導致濕度明顯提高，尤其新覆PE
塑膠布之溫室，下雨溫室內部濕度幾近飽和，於下午4點後會

有霧氣產生之現象，而葡萄以簡易溫室生產之目的，為遭遇

低溫寒流時，白天可較

快累積溫度，有利於枝

梢生長，但濕度高易滋

生病害，生產者應隨時

注意溫室內下午是否有

霧氣產生，尤其是陰雨

天，建議應於隔日上午

7-8時就應將塑膠布略為

捲起通風，避免濕度太

高造成影響，尤其是一

旦放晴，累積溫度快，

高溫高濕就易有露菌病

危害之風險，如為低溫

寒冷氣候，仍建議重複

相同之動作，但可在通

風半小時至1小時就將塑

膠布放下。

溫室葡萄冬季修剪後栽培管理工作溫室葡萄冬季修剪後栽培管理工作

▲▲剪催芽後可先固定結果母枝，以便後續新梢誘引剪催芽後可先固定結果母枝，以便後續新梢誘引

▲陰雨天溫室內濕度高，需注意通風▲陰雨天溫室內濕度高，需注意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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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年自4月起連續降雨，到8月蘇拉颱風後雨量才有

趨緩之現象，此後到11-12月又有連續降雨，為葡萄栽培嚴

峻挑戰之一年，尤其是彰化地區之產區，在4-8月連續降雨

導致許多葡萄園嚴重積水，雖可快速排除地面積水，但因地

下水位高，根部一直處於浸水狀態，使根部壞死腐爛，影響

地上部生育。又臺灣地處亞熱帶，每年4月過後溫度開始回

升，高溫高濕的環境下，露菌病發生之情形非常嚴重，雖然

利用推薦藥劑防治，但因密植使枝條、葉片重疊的園區露菌

病防治困難，導致5月過後出現葉片黃化、脫落之現象，除

會影響夏果品質外，也會因葉片早脫落而影響花芽分化。

葡萄為花芽分化容易之果樹，理論上，只要植株本身與

環境條件適當，則已發育完成的花芽便可隨時藉由修剪而萌

芽、開花。因此，生長季中之潛芽是否含有分化完全之花芽

為生產成功與否的要件。一般木本植物之花芽分化不外受環

境中之溫度、光線、土壤水養分及植株之生長勢、營養成份

含量，以及人為施用生長調節物質等因子所影響。近年彰化

地區一年二收夏果與冬果模式，受到氣候因素略有調整，尤

其自96年起冬果生產在夏季8月修剪後，常受到颱風強風吹

襲，結果枝被吹斷或花穗嚴重磨擦，使冬果生產受到影響，

因此有越來越多農友在夏果採收後就放任生長，未進行夏季

修剪生產冬果。

去(101)年夏季修剪後部分農友發生新梢生長約30公分長

即停心之現象，經田間觀察發現這些園區都有曾發生浸水之

情形，以圓鍬或鋤頭挖掘觀察都有根部腐爛之現象，雖有新

根生長，但不足以吸收養分供新梢生長，因此產生新梢停止

生長之情形，結果母枝上之芽體可能也受到影響。另外，未

文圖／張林仁、葉文彬

進行夏季修剪之園區，葉片

在9月中旬過後就脫落，其芽

體可能已壞死，此二種園區

之芽體如有萌動或壞死，則

會影響翌年夏果之生產。

日前以解剖顯微鏡觀察

有進行夏季修剪園區之葡萄

芽體，及未進行夏季修剪之

園區芽體。一般葡萄每個芽體中間有一較大之主芽，主芽兩

側有小的副芽，以主芽花芽分化情形較佳。主芽如受到外在

環境因子影響而萌動，但若植株營養狀況不佳或外在環境條

件不配合芽體發育需求，會導致已萌動的花芽壞死。因此冬

季修剪不宜太早，應將修剪期延後，除了會使未曾萌動的主

芽的花芽分化更充實，兩側的副芽也會進行花芽分化作為預

備之用，而主芽在夏秋曾經萌動過而壞死的芽體的小副芽也

有機會進行花芽分化成為主花芽，如此修剪後才會有飽滿之

花穗，使產量不受到影響。

▲葡萄芽體中的主芽壞死後，兩側的副▲葡萄芽體中的主芽壞死後，兩側的副

芽進行花芽分化中芽進行花芽分化中

▲正常的葡萄芽體剖面圖（左：縱切面；右：橫切面），中間為帶有花芽的主▲正常的葡萄芽體剖面圖（左：縱切面；右：橫切面），中間為帶有花芽的主

芽，兩側為小的副芽芽，兩側為小的副芽

葡萄葡萄

各位農民朋友，相信大家應該都了解作物育種研發的重

要性，良好的作物品種就好像一台設計優良的汽車擁有多種

優越的性能，育種學家通常以優良「性狀」來描述這些品種

的優點，以水稻為例，若要育成高產量的品種，就要從有效

分蘗數、每穗粒數、千粒重以及抗倒伏能力這些性狀來進行

育種。若要育成能抵抗惡劣環境和病蟲害威脅的品種，就必

須從耐旱、耐淹、抗病或者抗蟲等性狀來育種。

為了進行優良品種的選拔，育種學家需要具備敏銳的觀

察力、遺傳學的知識背景、統計學的數學頭腦以及足夠的體

力，除此之外還需要利用一些工具來達成測量的目的，以往

我們進行育種必須使用尺、磅秤以及分析成分的儀器，未來

我們還需要一項工具才能更有效率的研發新的品種，這項工

具就是接下來要跟各位介紹的DNA分子標誌。

所謂的DNA就是記錄遺傳訊息的物質，它存在於每

一個細胞裡面，它是長條型的聚合物分子，就像以前的錄

音帶記錄著聲音的訊號，DNA記錄著作物所有外表性狀的

訊號，所有動物和植物就是用DNA把所有性狀傳給下一代

的。我們很難知道極長的DNA什麼位置記錄著什麼基因，

哪一段代表耐旱性基因？哪一段代表抗病性基因？哪一段

代表香味基因？如果可以知道的話，就可以用快速的方法

偵測，減少育種時所需耗費的時間、土地、人力以及各項

成本，而分子標誌就是擔任標定目標性狀基因的角色，告

訴育種家這些好用的性狀基因位在DNA的什麼位置，換句

話說分子標誌又像「路標」，告訴您高速公路上的某某公

里處有您想找的交流道。

分子標誌可以是DNA的一段序列，也可以是一個位

點，利用專一性的核酸引子和儀器可加以偵測，育種家希望

找到的分子標誌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它跟目標基因靠得越近

越好，或者甚至分子標誌本身就是目標基因序列的一部份，

第二是希望它可以穩定、快速、大量地被偵測，第三是這些

分子標誌檢測成本越低越好。此外利用分子標誌輔助育種還

有一項優點，就是它不屬於基因改造技術，而是採用天然的

授粉雜交方式導入基因，簡單的說，就是「用原始的方式導

入，用先進的方式選拔」。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對作物新品種的研發工作一向十分重

視，也累積了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同時不斷精進自身的研

發能力，近年來本場致力於發展各項作物的分子標誌技術，

並將這些技術應用於選育具抗病性的水稻品系以及具有低乙

烯合成量的梨品系。新科技的應用象徵著本場具有與時俱

進、不斷創新的實力，面對未來全球暖化與國際糧價上漲的

挑戰，本場提早儲備研發能量，增強育種能力，期望能適時

開發優良的作物品種，讓農民朋友可以栽培利用。

作物育種新科技—DNA分子標誌之應用作物育種新科技—DNA分子標誌之應用 文／張瑞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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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筍為臺灣夏季重要的調節性蔬菜，不畏風雨的特

性，儘管颱風季節依舊能生產甜美的嫩筍，南投縣埔里鎮長

年來為茭白的最大產區，也因為技術的精進，刈頭、電照等

技術之發明，讓全年皆有茭白筍可以品嚐，但相對利用這些

技術的同時，也犧牲了環境與土壤的休息涵養，長年下來土

壤漸漸酸化與地力衰退等問題，造成茭白種植面積雖然上

升，嫩筍卻年年減產的窘境。洪權宏，南投縣埔里鎮珠格里

人，民國54年生，自82年從農，85年開始在自家前的2.5分農

地種植茭白，因當時政府大力推行的安全農業而加入了吉園

圃的行列，隨年紀的增長，深覺長期使用化學物質後，對大

環境生態與土壤有長遠的影響，更因為自身的健康問題而憂

慮，因此開始尋覓並接觸有機相關資訊，自93年起，下定決

心朝有機的目標邁進，申請了MOA的認證，但此間遇到些小

曲折，轉而向慈心申請有機認證，經歷了兩年的轉型期後，

順利取得慈心有機認證，95年起開始以純有機方式栽培，起

初因為不熟捻有機栽培的要訣，加上臺灣並無真正對茭白有

機栽培做深入研究，無法有任何的參考或依據，因此植株狀

況與產量總是慘不忍睹，每每鄰近農民經過洪先生田區，總

會搖搖頭說：『權宏阿，你這樣有辦法收成嗎?』年產量不到

800公斤/分的有機茭白田，總是會令人相當氣餒。但洪先生

非常堅持自己的理想與願景，他相信水稻可以做有機栽培，

同是水生禾本科的茭白一定也能成功，因此透過農會的轉

介，與臺中區農業改良場接觸，臺中場自96年起訂定有機茭

白栽培模式計畫方向，自有機可用的肥料管理開始，接續以

菜鴨、青魚等天敵防治福壽螺，至99年時，幾位與洪先生志

同道合的農民們，也開始投入有機茭白的栽培，與臺中場密

切配合進行相關調查與研究，並針對主要病蟲害的防治方法

做試驗，經過幾年的努力，成功找出克服銹病、二化螟等主

要病蟲害的防治資材或栽培方法，也因為成功抑制初期銹病

的危害，至100年產量達2345.6公斤/每分，101年更越過2600
公斤/每分，已經非常接近農業統計年報內的慣行農法年平均

產量。目前埔里地區經驗證的有機栽培茭白田約2公頃，並持

續增加中，且洪先生於101年召集對有機志同道合的朋友，共

同組成『臺灣之心-大埔里有機聯盟』，班員包括種植各種蔬

菜的農民，以契約方式提供幾家大企業訂購有機生鮮蔬果，

品項種類多且保證安全無虞。有機栽培實質上是一種田區內

的大環境改變，不僅友善環境，對生產者、消費者的健康更

有保障，茭白的有機栽培模式已漸漸步上軌道，除了持續研

究病蟲害防治方式，日後臺中場朝向研究更精準的有機肥培

控制，希望更進一步提高有機茭白的產量。

有機茭白的執著─洪權宏先生
文圖／蔡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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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有機栽培的茭白田，在達到環境的平衡後，一樣能翠綠且生意盎然▲純有機栽培的茭白田，在達到環境的平衡後，一樣能翠綠且生意盎然 ▲洪先生對自己執著後的成果，感到滿意與欣慰▲洪先生對自己執著後的成果，感到滿意與欣慰

▲洪先生與筆者在有機茭白水田中合照 ▲100-101年是洪先生開始豐收的兩年▲100-101年是洪先生開始豐收的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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