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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活 動 專 欄

教 育 訓 練 專 欄

廣告廣告

文／陳世芳

文／陳令錫、田雲生、白桂芳、蕭政弘　圖／李安心、孫培賢

「學海無涯、唯勤是岸」，各行各業入門都有撇歩，不

論您從工商業返鄉務農或是農家子弟，要當鋤頭博士一方面

靠經驗傳承累積，另方面終身學習從學堂中與講師、學員切

磋琢磨，交換知識與技能，為全面提升農業人力素質，農委

會自100年起整合各試驗改良場所的訓練資源成立農民學院，

規劃辦理系統性之農業訓練，包括農業體驗營、農業入門、

初階、進階及高階訓練班，讓有志從農者有學習農業的管

道，落實農民終身學習機制。

為符合不同階段學員之學習動機與需求，農民學院各項

訓練的課程內容，農業入門班提供有意從農者獲得農業基本

知識，課程內容主要是農業的通識概論及簡易田間操作；針

對初任農業工作者，則辦理為期4週的農業初階訓練，提供

農業產銷技術、農場經營規劃及田間實習等相關課程，促使

其於最短的時間學習農業技術及農場經營規劃，讓初任農業

工作者能具備基本農業生產能力。同時，對參加初階訓練結

訓之學員，特別甄選農場，提供學員進一步從事農場生產實

務的訓練，以期能強化其實際生產之各項技能，降低投資風

險。另外，針對在職之專業農民及經營管理者辦理的農業進

階與高階訓練課程，則著重於生產品質的提升、產業發展與

立法院丁守中委員

關心國內農業設施產業

與節水灌溉技術發展現

況，在農委會陳文德副

主委及本場場長、科技

處、農糧署、農試所、

臺南場等單位人員陪同

下，於本（102）年4月
8日下午訪視彰化地區之溫室瓜果蔬菜與菇類生產農場，並蒞

臨本場參觀了解自動肥灌系統之節水效能，以及應用太陽能

發電結合作物栽培之研究。

丁委員本身也是假日農夫，所種植安全蔬菜除自己食用

外也分送親友，從蔬菜生產過程中體驗到農民的辛勞與安全

創新、企業化經營管理等，以培育具備專業技術、經營創新

與農企業經營管理能力的農民。

102年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規劃9梯次的訓練班270名額，自

3月13日起陸續開放報名，歡迎有意從農者及在職專業農民至

農民學院網（http://academy.coa.gov.tw）查詢與報名。

102年度102年度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民學院農業訓練課程類別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民學院農業訓練課程類別

訓練類別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報名日期

初階訓練 設施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 5/13-6/07 3/13-4/13

入門訓練 園藝入門班 6/18-6/20 4/18-5/18

入門訓練 農藝入門班 7/02-7/04 5/02-6/02

進階訓練 設施蔬菜無土栽培管理班 7/15-7/26 5/15-6/15

進階選修訓練 葡萄栽培管理班 7/29-8/02 5/29-6/29

進階選修訓練 土壤肥料管理班 9/09-9/13 7/09-8/09

進階訓練 設施蔬菜栽培管理班 (創新技術) 9/24-9/26 7/24-8/24

進階選修訓練 特用作物及雜糧栽培管理班 10/14-10/18 8/14-9/14

高階訓練 設施蔬菜管理班 11/05-11/07 9/05-10/05

102102年度年度農民學院從農民學院從33月月起陸續開放報名起陸續開放報名

陳陳
技技
11
進進
一一
紅紅

記記
來

陳文德副主委與丁守中立法委員陳文德副主委與丁守中立法委員

訪視設施產業和節水灌溉技術訪視設施產業和節水灌溉技術

農產品的珍貴，以及極端氣候嚴重威脅農產品生產，深感國內

亟需引進或自行發展溫室設施產業與技術，以確保糧食安全與

自給率。

視察過程中

丁委員對國內發展

亞熱帶設施技術之

成熟與節水灌溉技

術運用之省工節水

情形，留下深刻印

象，並期勉農委會

積極推廣，提升

農業技術層次與產

能，造福國人。

▲陳文德副主委與丁守中委員詳細垂詢自動▲陳文德副主委與丁守中委員詳細垂詢自動
肥灌系統之性能與應用肥灌系統之性能與應用

▲張致盛場長向丁委員說明太陽光電板下設施瓜果▲張致盛場長向丁委員說明太陽光電板下設施瓜果
生產之狀況生產之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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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農情月刊第156期第4版曾經介紹定時器的特性與

使用注意事項，光積值應用在自動灌溉作業上可補充定時器

在陰雨天過度灌溉的問題。當然，勤勞的農民在陰雨天時勤

於更改定時器設定，晴天再回復設定，同樣不會發生資材浪

費問題，但是現代農民越來越忙碌，農業工程（作物生產工

程）技術的導入可以幫忙分憂解勞與提高工作效率，把心力

放在重要的事情上。

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夠自行製造養分，光合作用的運轉

除植物本身葉片的葉綠素之外，尚須光線、水份與空氣的加

入才能完成。其中的空氣經由葉片表面的氣孔開啟後吸入二

氧化碳排出氧氣；水分則藉由植物蒸散作用將根部吸收的水

分與養分導引到葉片與其他器官；光線則取自太陽或人造光

源，其光能將水分解成氫離子、氧離子和電子等，而各種植

物有其光耐受性，過低無法光合作用，過高亦停止光合作

用，故有耐陰性作物與需光性作物之分別。

臺灣的天氣多雲，99年6月22日彰化縣晴天的光照強度變

化頻繁如圖一所示，雲層擋住太陽時照度降低，光照強度隨

之下降，該日中午光照強度約12萬Lux。臺灣白天無雲的日

期約在秋天與冬天，晴天無雲時太陽從昇起到西沈，光照強

度變化在中午前後各1小時達到高峰，早晨到中午逐漸增加，

中午到傍晚逐漸減低，秋冬中午光照強度約7.5萬Lux。根據

人體在夏季與冬季對陽光的感受，夏季強光需要防曬遮陽而

冬季弱光寒冷有時需要保溫，6月夏季中午前後各1小時日照

高峰約12萬Lux、12月冬季約7.5萬Lux，符合人體對陽光的感

受，日照計同時提供光照強度數據，可加以運用在農業環控

與灌溉使用。

在良好灌溉管理的田間，植物根部水分充足，植物蒸散

作用與光照強度隨天候呈正比例變動關係，亦即強光有強的

光合作用，弱光則弱。因此，運用此特性與光積值的概念在

灌溉管理上，可達成適時適量灌溉的效果。

光積值是光照強度經過一段時間的累加計算之後的數

值，當光積值超過設定值時啟動灌溉一小段時間，此設定值

與一小段時間則按照當地日照強度、作物發育階段與灌溉條

件而定。例如中午日照強度10萬lux，若每分鐘積算一次，灌

溉間隔定為30分鐘，則設定值設為300萬lux；若種植1分地番

文圖／陳令錫

一種隨天氣陰晴啟動灌溉的方法：

光積值的應用光積值的應用

即強光有強的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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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99年6月22日彰化縣晴天的光照強度變化頻繁，雲層擋住太陽時照度降低圖一、99年6月22日彰化縣晴天的光照強度變化頻繁，雲層擋住太陽時照度降低

政 令 宣 導 專 欄

圖二、光積值驅動肥灌，番茄結果豐碩，無裂果發生圖二、光積值驅動肥灌，番茄結果豐碩，無裂果發生

茄每天灌溉水需要2公噸，晴天灌溉5次，則每次灌溉水量0.4
公噸，2英吋口徑離心式幫浦的灌溉一小段時間可設為1-2分
鐘。

光積值的設定值與啟動灌溉一小段時間這二個數值巧妙

的搭配，可讓介質籃耕植床下的灌溉滴漏量降到最低，灌溉

給水量與作物生長的蒸發散量達到平衡，此為灌溉技術最高

境界。

光積值應用在自動灌溉作業，晴天與陰雨天之效果比較：

光積值應用於本場研發的自動肥灌系統，灌溉3/7分地介

質籃耕的設施番茄園，從101年9月運用迄102年1月中旬止為

一生產期。這段期間晴天中午日照強度約7.5萬lux，全日灌

溉7次，中間5次集中在上午10點到下午3點之間，總灌溉水量

737公升，肥料養液用量33公升。陰雨天中午日照強度約2萬
lux，全日灌溉3次，總灌溉水量309公升，肥料養液用量14公
升，有效的隨天氣變化減少灌溉量。圖二為應用光積值驅動

肥灌系統，番茄結果豐碩，果實飽滿無裂果發生的畫面。

因此，光積值應用在自動灌溉上確實減少農民因為天氣

陰晴不定衍生的反覆設定定時器的工作，自動隨天氣變化減

低陰雨天灌溉次數與用水用肥量，更減少陰雨天過度灌溉造

成番茄裂果的損失，並且在晴天中午較密集灌溉，發揮適時

適量灌溉的效果。

作物蒸發散量的影響因素除光照強度之外，還有溫度、

濕度、葉面積、風速等，然完整的蒸發散量測設備價格昂

貴，一般農民不會採用。光積值的應用須要照度計與積算的

軟硬體，價

格會比蒸發

散量測設備

低，因此，

農民享用此

技術的機會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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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龍果為外觀鮮紅艷麗的熱帶水果，其產期主要由6月下

旬至11月。若經由夜間燈照的產期調節模式可將產期延長至隔

年2月。近年來，紅龍果價格穩定，高品質的紅龍果則有更佳

的拍賣價格。由於紅龍果具有夜間開花的特性，於午後即可觀

察到花朵逐漸膨大準備開放，約於晚上7、8點後花朵完全展

開。但因紅龍果主要產期正是臺灣地區的雨季，紅龍果開花的

夜晚時常會遇到降雨的情形，當短暫降雨時，可待雨停再進行

授粉，但如果遇到長時間的連續降雨，而無法進行授粉工作

時，則會造成花朵授粉不良，導致落果或產生小果的情形。又

因紅龍果開花具有依照花苞批次同時開花的規律特性，因此開

花期間若遇到連續降雨則會造成該批次果實的損失，因此降雨

的時候先將未開放的花苞進行適度的防雨保護，在雨停的空

檔，進行授粉，可以確保花朵完成授粉工作，有利於著果。若

降雨期間，花朵未進行適度保護，則附著在柱頭的花粉，容易

文圖／陳盟松

紅龍果開花期間遭遇降雨時管理方法紅龍果開花期間遭遇降雨時管理方法

被雨水沖掉，導致花粉流失，無法使果實完成授粉及受精，導

致落果的發生。

紅龍果開花時防雨保護措施如下：

1. 於傍晚將已膨大的花苞逐一套覆防雨資材。

2. 採取適量未開的花苞放於室內，將花朵基部置於水盤中，待

花朵開放後，收集花粉，以提供授粉使用。

3. 當夜晚花朵開放後，可待雨停空檔進行花朵授粉作業。

4. 授粉後，若降雨仍未停止，應將防雨資材持續覆蓋1-2日，

若隔日天氣放晴則需在清晨將套覆資材解除，避免防雨資材

內蓄積過多的熱能，使得花朵溫度過高，造成損傷。

5. 授粉後約3至4天花朵離層帶形成後，應進行除瓣作業，並給

予傷口消毒，避免病原侵入，造成傷口無法儘速癒合，而發

生果實潰爛情形。

推 廣 活 動 專 欄

「活化休耕地、「活化休耕地、麥麥麥麥相傳」相傳」

本場召開麥種繁殖及新品種選育記者會本場召開麥種繁殖及新品種選育記者會
文圖 ／曾康綺、林訓仕、張惠真、林錦宏、孫培賢

好品質的麵粉源自好品種的小麥，有好品種還要有好

種原，本場進行小麥台中選2號種原繁殖更新及新品種選育

工作行之有年，為能順利推動國產小麥種植，於4月1日上

午11時召開「活化休耕地、麥麥相傳-麥種繁殖及新品種選

育」記者會，希望藉此推廣臺灣小麥並鼓勵農民種植優質

小麥，提升國內糧食自給率，促進休耕農地活化。

臺灣近年來平均每年需從國外進口110萬公噸小麥，

由小麥製成的麵食已是國人第二主食，但幾乎都要靠國外

進口供應，張場長致盛博士主持記者會時表示：「近2~3年
來藉由各界努力，小麥種植面積已由原本7、80公頃增加至

280公頃，但總產量仍不及需求量的千分之一。本場本年度

共種植小麥台中選2號3公頃，預計繁殖原種9,000公斤，可

提供縣市政府、契作廠商或農會設置75公頃採種田使用，

希望藉由種原制度化生產，確保種原十足供應，並提高農

民種植意願，維持國產小麥均一品質。」

關於記者詢問國產小麥的獨特性及前瞻性，張場長回

應時指出：「麵粉除高、中、低筋分類外，另有其他特殊

用途麵粉；如製作法國麵包的T55麵粉、製作義大利麵的杜

蘭小麥麵粉及日本拉麵的低澱粉含量小麥麵粉，臺灣目前

栽培台中選2號品種，麵粉品質已可與法國T55歐式麵包專

用麵粉媲美，本場積極進行新品種引種及選育，100及101
年從國外引進1,200個小麥品系，進行選育適應臺灣氣候、

豐產及符合國人口感的

製麵小麥專屬品種。同

時評估特殊品種如杜蘭

麥品系在臺灣種植的品

質表現，預計於明年進

行加工產品研發品評，

從中挑選最佳新品系，

評估後續命名及推廣潛

力，期待為國產小麥注

入新血脈」。會中並提

供臺灣小麥麵粉製作之

麵包供記者品嚐，記者

都認為口感及麥香不輸

進口麵粉製作之產品。

本場邁開大步，進

行麥種繁殖及國產小麥

品種選育，藉由政策推

動、企業投入、新品種

研發及契作生產保障農

民產銷，達成進口替代

目標，麥麥相傳，黃金

麥浪遍野將指日可待。

圖1.傍晚時，將膨大的花苞圖1.傍晚時，將膨大的花苞
  套覆塑膠杯保護。  套覆塑膠杯保護。

圖2.開花期經防雨保護措施，圖2.開花期經防雨保護措施，
  可使果實順利長大。  可使果實順利長大。

圖3.開花期遭遇降雨易造成圖3.開花期遭遇降雨易造成
  果實授粉不良而落果  果實授粉不良而落果

圖4.果實授粉不良時會影響
  果實發育而形成小果。  果實發育而形成小果。

圖5.花瓣摘除後應立即進行藥圖5.花瓣摘除後應立即進行藥
   劑防治，避免傷口無法癒   劑防治，避免傷口無法癒
   合，而遭受病原菌感染。   合，而遭受病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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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專 欄

龍鬚菜為佛手瓜植株嫩梢15~20公
分之部份，其鮮嫩可口，在高溫環境下

生長迅速，盛產期在4到7月，可供夏季

蔬菜需求。此外耐陰、耐濕、病蟲害

少等對環境適應性強的特性，加上蔓性

枝梢生長無雜草防治的問題，栽培時鮮

少施用化學藥劑，符合安全蔬菜甚至有

機蔬菜的栽培條件，極具發展潛力。龍

鬚菜有個有趣的布農語名字~『Ma Nu 
Li 馬努力』，在南投縣信義鄉濁水溪

線上的人和、地利、雙龍及潭南等布

農部落，幾乎家家戶戶都會種植『Ma 
Nu Li』，以往家中婦女每日清晨便會

到田間摘折其嫩芽、整理、裝箱運銷到

全臺各地貼補生計，1999年的921地震

對當地布農部落造成嚴重的影響，地震

過後的布農族人看上龍鬚菜生命力強

韌、栽培容易、所需生產成本少、且可

周年生產的特性，再加上當地海拔介於

400~900公尺，栽培環境良好，土壤排

水性佳，所生產的龍鬚菜顏色鮮綠、口

感清脆、鮮嫩多汁，因此開始計畫性種

植龍鬚菜，現在成為當地部落重要的農

產業之一。近幾年經由當地農會及改良

單位輔導設立蔬菜產銷班，並在去年底

取得龍鬚菜的吉園圃認證，開啟嶄新的

契機。

早期要吃到龍鬚菜，必須到餐廳

或到鄉間、山上料理店才能享用，是消

費者最常點的野菜之一，現在市場或超

市亦可購買的到，尤其您可以選擇經吉

園圃認證的安全龍鬚菜。根據臺灣地區

食品營養資料庫的數據，每100公克龍

鬚菜，熱量只有17大卡，且膳食纖維含

量頗豐富，有1.9公克，膳食纖維能促

進腸胃蠕動，預防便秘，熱量極低，對

講究養生的現代人而言，是非常理想的

桌上佳餚。

四月已漸漸進入盛產期，購買新

鮮安全的龍鬚菜在自家餐桌就可以滿足

味蕾。選購時要挑選顏色較青翠漂亮，

若是莖部變老，葉片顏色會變黃，就不

要購買。另一種辨別方法是龍鬚菜鬍鬚

要選直的較嫩，太捲的則較老，葉芽肥

胖者更佳。龍鬚菜會隨採摘時間愈長、

纖維愈老，所以買回家後要趁新鮮食

用。以下介紹六道簡易家庭料理方式，

增加多樣性食用法供參考。

來自南投信義原鄉的好味道 ~來自南投信義原鄉的好味道 ~  

文／張惠真、陳葦玲　圖／張惠真　食譜製作／張惠真、邱阿勤

一、龍鬚菜沙拉

材料：龍鬚菜200公克、沙拉醬、肉鬆少許

做法：1. 龍鬚菜洗淨燙熟，入冰開水冰鎮一下撈

　　　　 起瀝乾水分。

　　　2. 切段擺盤淋上沙拉醬及少許肉鬆即可。

※亦可以柴魚片、花生粉或香鬆代替肉鬆。

二、梅汁龍鬚菜

材料：龍鬚菜200公克、梅汁（醃Q梅之梅汁）2
　　　大匙、Q梅3粒
做法：1. 龍鬚菜洗淨燙熟，入冰開水冰鎮一下撈

　　　　 起瀝乾水分。

　　　2. Q梅去籽留下梅肉切細末。

　　　3. 龍鬚菜切段上面放少許梅肉及淋上梅汁

　　　　 即可食用。

※梅汁在食用前再淋上，泡太久會使菜色變黃。

三、素食春捲

材料：龍鬚菜200公克、蘋果1個、花生糖粉6大
　　　匙（或芝麻粉）、春捲皮6張
做法：1. 龍鬚菜洗淨燙熟，入冰開水冰鎮一下撈

　　　　 起瀝乾水分。

　　　2. 蘋果洗淨去皮切細條備用。

　　　3. 春捲皮放平舖上花生糖粉、龍鬚菜、蘋

　　　　 果絲捲起再對切即可。

四、辣炒龍鬚菜

材料：龍鬚菜300公克、油1大匙、鹽1/2小匙、

　　　蒜頭5瓣、辣椒1條
做法：1. 龍鬚菜洗淨、切段，蒜頭去皮輕拍碎，

　　　　 辣椒斜切小段。

　　　2. 熱油鍋放入蒜頭、辣椒爆香，加入龍鬚

　　　　 菜炒熟後加入少許鹽即可。

※可依個人喜好，加入沙茶醬或豆瓣醬調味。

五、金針菇炒龍鬚菜

材料：龍鬚菜300公克、金針菇150公克、薑絲、

　　　油少許、鹽1/2小匙

做法：1. 龍鬚菜、金針菇洗淨切段。

　　　2. 熱油鍋放入薑絲爆香，加入龍鬚菜、金

　　　　 針菇段炒熟後調味即可。

六、乳汁龍鬚菜

材料：龍鬚菜300公克、豆腐乳1/2塊、蒜頭3
　　　 瓣、冷開水100少許、油少許

做法：1. 先將龍鬚菜洗淨切段、蒜頭去皮輕拍碎

　　　　 備用。

　　　2. 豆腐乳加入冷開水壓碎調勻。

　　　3. 熱油鍋放入蒜頭爆香，加入龍鬚菜炒

　　　　 熟，再將豆腐乳汁淋入拌炒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