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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廣告

推 廣 活 動 專 欄

▲農友於田間針對高粱生長狀況及產量問題進行討論

為配合再生稻田區轉(契)作進口替代作物之政策，本場

於103年12月5日假臺中市清水區農會農業自動化倉庫旁舉辦

「高粱及大豆栽培技術推廣觀摩會」，介紹高粱及大豆生育

特性並輔導農民作畦栽培技術，由本場林學詩場長主持，以

及農糧署中區分署副分署長林傳琦及清水農會秘書王維期共

同主持，現場有清水區公所農業課課長顏詒啟、清水農會及

當地農民約100人參加，大家針對大豆及高粱栽培技術進行討

論，氣氛熱鬧非凡。

臺中市鄰海地區再生稻面積約5,731公頃，佔全國38%左

右，為全國最大再生稻生產縣市。但其品質與產量易受東北

季風影響，其未熟粒、被害粒、異型粒及碎米粒比率偏高，

農民收益無法完全確保。臺灣每年進口大豆約230萬公噸，進

口高粱約8萬公噸，國產大豆及高粱自給率低，供需缺口極

大，未來可藉在地農業在地消費思維，

推廣再生稻地區轉作國產『非基改大

豆』及釀酒高粱，生產新鮮安全、低食

物里程、在地美味之優質國產大豆及高

粱。

本次示範推廣大豆及高粱均屬旱

作栽培，與水稻田輪作可降低病蟲害及

雜草防治費用，達省工省成本之效。目

前大豆與高粱已至成熟期，生長狀況良

好，預估大豆產量約每公頃2,200公斤，

高粱產量約每公頃4,500公斤，兩者均為再生稻區轉作雜糧作

物最佳選擇。

高粱栽培時需加強注意幼苗期之排水，如排水不良可能

造成高粱幼苗死亡，因此高粱應採作畦栽培，並保持排水管

道之暢通。高粱播種後應使用萌前殺草劑進行雜草抑制，防

止雜草生長進而危害高粱植株生長；另種植後約25~30天需進

行中耕、培土及追肥作業，可確保高粱植株不易倒伏，並有

利植株吸收養分及生長；高粱生長初期易受莖潛蠅為害，田

間植株如有蟲害應進行防治。

大豆應採作畦栽培，畦溝深度約20~25公分，種植後應

馬上使用雜草萌前殺草劑，然後再進行淺溝灌溉，灌溉水約

2/3畦高，確保大豆幼苗出土率佳，大豆幼苗期易受莖潛蠅為

害，如田間發生蟲害應加強防治。

再生稻區輪作雜糧，再生稻區輪作雜糧，

省工省工、、低病蟲害低病蟲害效益高效益高
文圖／廖宜倫

▲陳鐶斌助研員於田間向農友介紹大豆栽培技術

▲林學詩場長接受媒體專訪，介紹大豆與高粱栽培技術 ▲林學詩場長對農友介紹大豆與高粱栽培技術

▲農友聆聽研究人員介紹高粱栽培技術，並提出問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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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新 知 專 欄

文圖／葉文彬、張林仁、陳盟松、楊國彬

點一盞明燈，葡萄夜間電照學問大點一盞明燈，葡萄夜間電照學問大

▲電照使用白色或黃色燈泡都有效果 ▲生長勢偏弱之葡萄園區可採用棚
架上照明方式

▲電照具有促進新梢生長與提高著果之
效果，要適當疏果後期才能轉色良好

每年行車經過高速公路溪湖員林段，會發現兩側一棟棟的
溫室林立，在11~12月這段期間，陸續覆蓋透明塑膠布，到了12
月至翌年2月溫室晚上更是燈火通明，原來溫室裡面生產的就是
高品質的巨峰葡萄，而到了2~3月晚上，如果在彰化大村鄉、溪
湖鎮、埔心鄉、員林鎮、永靖鄉延伸到二林鎮等葡萄產區走一
走，也發現到處都幫葡萄點了一盞盞明燈。因為經過本場多年之
研究及栽培經驗累積與技術改良，臺灣葡萄產期調節已成為穩定
的栽培技術之一，於彰化地區葡萄生產利用夜間電照處理，可
促進新梢生長並有效提高著果，此項電照技術也往北傳遞到臺中
市新社區及苗栗縣卓蘭鎮。然而，究竟電照方式要如何進行？
幾時照？這盞明燈要點多久？其中包含技術就讓本場來揭曉。

實際上，電照技術早已被廣泛應用於園藝作物生產，而
應用於葡萄則是近10年才迅速發展。本場最早於南投縣竹山地
區、溪湖溫室栽培及大村鄉露天栽培葡萄進行夜間電照處理，
比較省電燈泡、水銀燈、日光燈之效益，發現電照處理具有促
進葡萄新梢生長及提高著果之效果，尤其是水銀燈於溫室內電
照葡萄效果更明顯，且使新梢徒長，反而需要多施用1~2次抑
制劑。在當時電照葡萄並未普遍，如何進行電照尚未清楚，然
因電照葡萄成效口耳相傳，陸續有農友也開始電照葡萄。使用
之燈泡多為發白光或黃光省電燈泡，瓦數由23W、55W到75W
都有農友使用。

為解開電照促進生育之栽培技術，本場於溪湖鎮溫室葡萄
及大村鄉露天葡萄進行多次試驗，研究出葡萄電照處理之生理
原理以及有效之電照栽培技術，解開農民
多年困惑。電照方式可將燈泡置於植株上
方往下照射或置於植株下方，因露天葡萄
採用一年二收，密植高氮肥，其總產量每
年每分地超過3,000公斤，往往導致樹勢
衰弱現象，而溫室栽培室延續原本露天栽
培，只是在四週搭建簡易PE塑膠布，雖是
一年一收，但產量也常達2,500公斤以上，
因此樹勢亦偏弱。就植物生理而言，葉片
為感應光的器官，因此電照應於1~2片葉展

開時開始才有效，而非催芽後電照。樹勢衰弱者採用燈泡置於
植株上方往下照射效果比較好，因為結果枝葉片可接收比較充
足且均勻的光，接近開花期再改為置於植株下方電照，所需電
照期較長(約40天)；若為栽培管理良好樹勢強健之園區，應延
後電照時機且採用植株下方電照，最遲可延到開花前才開始電
照，結果枝生長期間只要於寒流來襲偶而電照即可，所需電照
期短(約18~25天)。一般電照期間每夜只需6小時就足夠，可選擇
在下半夜(10~4時)電照，不需徹夜通宵都照明，掌握這點訣竅可
以幫農友省下不少電照成本喔。另外，黃光或白光省電燈泡何
者效果較佳，也困擾了很多農友。試驗發現以黃光或白光省電
燈泡均有效果，只要晚上點了這盞明燈，皆能促進葡萄生育。
再者，電照燈距依使用燈泡瓦數調整，23W可採用3公尺×3公
尺，55W以上則採用6~7公尺×5公尺，可有效的達到電照效益。

近年來，材料科學發展迅速，出現半導體科技產品LED
燈，具有發光效率高、壽命長、節省能源等優點，本場進行
LED燈與省電燈泡電照效果之比較。不論是LED燈或省電燈泡
均是「有照有保庇」，對葡萄結果枝生長或提高著果都有正面
效益。夜間電照於葡萄生產確實有促進生育之效益，然而，採
用電照會增加生產成本。因此需充分瞭解葡萄夜間電照之目
地，掌握電照葡萄點亮明燈的生育時期與時機，可有效率使用
並提高收益，並避免不必要之成本支出，農友口袋就會「麥可
麥可」，臉上充滿笑容。如果有葡萄電照技術之問題，想要進一
步了解或需要本場技術協助，歡迎隨時與本場果樹研究室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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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之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之

應用研討會 紀實應用研討會 紀實
文／蔡宜峰　圖／曾康綺

為健全國內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結合生物性資材與生態

綜合經營之最新研究成果，並經由研討過程激發出前瞻性思

維，以期提供有機產業界應用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

區農業改良場與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金會於民國103年11月11
日假本場行政大樓大禮堂共同舉辦「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

經營在有機農業之應用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邀請10位國

內學者及專家進行專題演講與討論，本場林場長學詩博士、

涂勳博士擔任研討會主持人。計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所屬

試驗研究單位、學術研究團體、地方政府及有機農業相關協

會團體、專業農友及消費者等，共計150餘人熱情參與盛會。

本次研討會依序由中興大學曾德賜教授發表「本土性鏈黴

菌生物殺菌劑之開發」、藥毒所何明勳組長發表「天然植物保

護製劑的開發與應用」、本場生資研究室陳俊位博士發表「木

黴菌生物製劑開發與應用」、苗栗農改場黃勝泉課長發表「天

敵昆蟲在有機農業害蟲防治應用」、花蓮農改場楊大吉研究員

發表「有機農田生態工法之應用實例」、桃園農改場施伯明助

理研究員發表「桶柑園放牧飼養土雞綜合效益評估」、種苗場

黃玉梅研究員發表「有機種子處理技術研發」、本場埔里分場

蔡宜峰分場長發表「日本有機蔬果產銷發展調查研究」、本場

植保研究室劉興隆副研究員發表「日本有機農業病蟲防治技術

發展」、本場農經研究室楊宏瑛研究員發表「日本有機農業經

營與行銷發展」。

參與此次研討會的主講者與來賓於短短一天的研討會時

間進行熱烈的交流與互動，與會者仍多感到意猶未盡，莫不希

望藉由此次研討會更能拉近有機農業相關研究與產業實務間的

距離，期能促進臺灣地區有機農業相關產業更蓬勃健全發展。

▲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
之應用研討會來賓合影

▲參與研討會貴賓之盛況▲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 ▲參與研討會貴賓之盛況



▲蕎麥種子外觀呈三角型，脫殼後種子土黃色

▲韃靼蕎麥種子呈圓錐形又稱苦蕎、黃金蕎麥等，圖右為培炒脫殼後的種仁

蕎麥的栽培與利用

蕎麥為秋冬裡作作物，因栽培期短，播種後90~100天即

可收穫，適合於二期作水稻收穫後裏作種植，在臺灣主要之

栽培地區以彰化二林、大城及臺中大雅與外埔等地為主，面

積約 40 公頃。每年冬季蕎麥開花形成白色的蕎麥花海，如同

披上白色雪衣，蜂忙蝶舞，美不勝收，已成為農村休閒觀光

的好去處。

蕎麥盛花期可長達 30~45天，每公頃並可產蜜達 70~100 
公斤，為優良之蜜源植物。蕎麥種子富含多種機能性成分，

被譽為最營養的食品之一，磨粉後可手工製麵或製成餅乾、

蛋糕等食品，在農村可作為副產業與農村休閒旅遊之用。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目前已育成蕎麥「台中 1 號」、「台中 
2 號」、「台中 3 號」及「台中 5 號」等品種，並推廣給

農民栽培，是活化休耕田政策可用的作物之一。蕎麥最常

見的栽培種有二種，一為普通種蕎麥common buckwheat(學
名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種子成三角型。另一為

韃靼種蕎麥Tatary buckwheat(學名Fagopyrum tataricum (L.) 
Gaertn，韃靼種之種實具苦味，故又稱苦蕎，近年來暢銷的

黃金蕎麥即是指苦蕎。

蕎麥的營養

蕎麥的營養成分非常豐富，含高水溶性蛋白質

(10~13.1%)且不含麩質(gluten free)，可開發無麩質產品，

也適合減肥者食用，且含各種必需胺基酸，包括八種人

體不能合成必須由膳食補充的亮胺酸(Leucine)，異亮胺酸

(Isoleucine)、離胺酸(Lysine)、蛋胺酸(Methionine)、苯丙胺酸

(Phenylalanine)、蘇胺酸(Threonine)、色胺酸(Tryptophen)和纈

胺酸(Valine)等，此外其離胺酸(Lysine)含量為所有榖類中最

高者。其他成分包括脂肪2%、膳食纖維15%、以及鎂、鈣、

鉀、磷、鐵、少量維生素B1、維生素B2、菸鹼酸等。早在唐

代千金、食治等書中已有蕎麥之藥用記載，本草綱目有云：

「蕎麥性屬甘味降氣、寬腸沉積、泄痢帶濁。」，為漢藥材

之一。

蕎麥對調節血糖的益處

除了上述營養成分，蕎麥含有非常重要的黃酮類代謝物

芸香苷(rutin)和槲皮素(quercetin)，芸香苷又稱維他命P，在

疾病預防上，具有防治毛細血管脆弱性出血引起的出血，對

血管具有擴張及強化作用，可防止動脈硬化及高血壓。對糖

尿病患而言，為了避免餐後血糖過度升高，常服用藥物阿卡

波醣(acarbose)以抑制澱粉分解速率，使餐後血糖不致有劇

烈波動，而蕎麥之芸香苷與槲皮素對抑制澱粉分解的效果分

別為阿卡波糖的0.5倍及3倍，有機會發展為輔助調節血糖產

品。蕎麥中另外含有對第二型糖尿病患有助益的保健成分是

手性肌醇D-Chiro-Inositol (DCI)，在大鼠、猴子和人體試驗

中，DCI能迅速降低高血糖症(Hyperglycemia)，因為在血糖

調控機制中，DCI為胰島素訊息傳導媒介體(IPGs)的成分，

在膳食中補充肌醇和手性肌醇可增加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

性。

食用注意事項

蕎麥並非全無缺點，有一些人對蕎麥有過敏的現象，所

幸這種過敏作用隨著年紀增長會逐漸減少，中老年人很少聽

到有蕎麥過敏的現象。近年來，蕎麥芽菜在國內外也相當盛

行，但是要注意蕎麥的葉綠素形成後，連帶也會形成一種稱

為蕎麥素(fagopyrin)的物質，這種物質會累積在皮膚，使皮

膚產生對光線敏感的現象，照光就會造成皮膚紅腫、癢，對

冷、熱水及磨擦很敏感的現象，建議消費者不要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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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蕎麥盛開▲田間蕎麥盛開

▲蕎麥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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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陳令錫
灌溉施肥(肥灌)技術介紹灌溉施肥(肥灌)技術介紹

灌溉技術
灌溉技術講求何時灌溉？每次灌溉多少水量？在傳統土

耕淹灌操作時，農民根據經驗與農田水利單位供水時程，導
入大量的灌溉水進入田區，將田土充分灌濕與維持田間水位
一段時間；但是在潔淨水資源日益匱乏的今日，節水灌溉與
提高灌溉水利用率是重要的農業政策，運用管路將灌溉水加
壓的噴灌、微噴灌與滴灌等現代灌溉法，可將灌溉水運送到
作物根部，達成在適當時機運送適量灌溉水的目標。
土耕與離地介質耕之灌溉特性

土耕之慣行灌溉方法為農民巡視田區，根據土壤質地、
作物種類、生長階段、氣候與耕作管理經驗等條件綜合判
斷，於適當時機進行淹灌；但是現今臺灣許多農民為了避免
雨水淋洗植株和地面土壤不利條件對栽培作物的影響，採用
設施離地介質耕種植作物，此時的灌溉特性比慣行土耕複雜
許多，因此設施離地介質耕講求精準灌溉。

為維持作物生長環境水分之動態平衡，須考量介質材料、
介質體積、灌溉方法、灌溉材料、作物種類、生長階段、品種
特性、種植場地、氣溫、相對濕度、風速、季節與氣候變化
等因子，複雜且多變。植物生長環境受陽光、風速、氣溫、
濕度等影響，水分是植物行光合作用必要元素之一，根部缺
乏水分將面臨萎凋逆境。植物在水分利用上，少部分用於代
謝與光合作用，大部分則藉蒸散作用經由氣孔排出植物體。
灌溉施肥

灌溉施肥(簡稱肥灌)就是把液態肥料注入灌溉水中，在
日常灌溉作業中完成施肥的工作；自動肥灌藉由機電控制技
術，讓肥灌作業定時操作或依據氣候陰晴自動調整肥灌次數，
有效的節省灌溉與施肥人力，甚至節省灌溉水資源與肥料。

肥灌的液態肥料有肥效高、可調整養分比例、可滲入土壤
深層、養分可到達植物根群吸收等優點，不僅對設施介質耕有
效，亦可用在設施土耕栽培、露地蔬菜、果樹與花卉的栽培。

然而肥灌技術不同於傳統灌溉與施肥方法，需要投資設
備與使用養液專用肥料，一般傳統肥料因為有溶解、純度與
堵塞管路的問題，不適用於肥灌上。另外，關於生物性液體
肥料可否使用微灌管路與設備施用到田間，因為微灌管路之
孔道細小，很怕堵塞，除非生物性液體肥料保持清清如水的
清淨度，加上灌溉後適度的清管，否則不建議使用。

茲整理肥灌系統選購、安裝、操作使用注意事項，提供
有意採用者參考。
肥灌系統選購注意事項：
1.熟悉灌溉施肥(肥灌)技術內涵：適用肥料、配方、機種性
能、作物各生長期需肥特性。

2.選擇適當的微灌方式(微灌：滴灌、地下滴灌；微噴、上部
噴灑) (槽耕：滴帶或微噴；籃耕：滴箭、滴帶或微噴；袋
耕：滴箭、滴帶或小水柱分流)。

3.滴箭與微噴頭的施工成本較高(須鑽孔、維持直線)，滴帶的
施工成本較低。

4.配置適當的田區面積大小(決定微灌之滴/噴頭數量)，大田區
採分區控制。

5.決定幫浦規格，水量，變頻。
6.過濾器的規格與性能。
7.養液桶與注肥器數量3或5組。
8.如需遠端監控，需要網路IP。電子式流量計感測流量。
9.預留肥灌主機、養液桶與各種肥料的安裝與存放空間，最
好與溫室隔離的獨立空間。

肥灌系統安裝注意事項：
 1.儲水量足夠供應缺水期3~4天。

 2.水質佳，否則過濾系統規格需提高。
 3.足夠與穩定的電力，發電機提供停電時供電，保持灌溉與

通風。
 4.植畦水平，地面平整。
 5.滲漏液回收利用。
 6.裝機位置需陰涼，不要日光直射機器、管路、養液桶與清

水桶。避免藻類滋生，強光高溫等造成設備老化。
 7.養液桶底面積要大，體積依照田區規模而定，隨時保持有

養液(高水位出量較大)。
 8.每一養液桶出口須有過濾器。
 9.考慮清管需求，管尾設置放水閥。於適當位置裝設混和肥

液取樣口。
10.田區輸送管路避開日曬，避免空管結晶與高溫。
肥灌系統操作使用注意事項：
 1.選用與購買肥灌適用的肥料。
 2.肥料的純度、溶解度與精度(少雜質)，調製清清如水的養

液。
 3.了解配方比例之涵義，包含養液桶之母液製備比例與灌溉

水混合比例。
 4.作物之生長期需肥特性。
 5.粉粒狀肥料需在攪拌桶完全溶解後，再過濾抽送到養液桶

(篩網過濾雜質)。
 6.巡檢過濾器，過濾器的定期清潔與排除空氣。
 7.詳讀肥灌系統操作手冊。
 8.注意清水桶與養液桶水量的補充，了解養液桶水位遞減情

況，及早發現異常(水位上升與快速降低)與處置。
 9.觀察流量計浮球作動情況，流量計平時用黑布罩住。
10.管路是否異常洩漏。
11.巡檢滴(噴)頭是否阻塞；灌溉水與養液混合液之pH、EC。
12.依據天候與植株生長情形等，進行必要的水量與肥量調整。
肥灌系統保養維護注意事項：

自動肥灌系統包含肥灌主機、管路與微灌噴/滴頭，與機
車、汽車、耕耘機、曳引機一樣均需定期維護保養，確保性
能持久。因此，使用者-農民，須建立定期維護保養之付費觀
念。裝機者-廠商或灌溉系統業者須建立規劃設計改良、定合
約、定期維護保養之制度與人力。農民自行排定時間定期清潔
過濾器與管路，確保系統運作正常，每期作或半年委託廠商進
行專業的養液輸出量校正，以及每3個月校正pH、EC感測器。

此外，農化專家擬具肥灌適用之肥料，供農民參考選用。
臺肥研發肥灌適用之肥料-即溶複合肥料，包裝採顏色管理，
區別適用之作物與生長期。研製移動式簡易型肥灌機具，符
合小農操作。肥灌適用之肥料包含固態與液態，建立品質查
核機制，確保純度與肥分。採用肥灌技術尚須具備充沛的水源
與良好的水質，以及穩定的電力供應等，均需注意與瞭解。

因此，肥灌是一門綜合技術，涵蓋水源水質、機器特
性、肥料與濃度、作物環境、作物生理、產期與產量、行銷
與經濟效益等，隨作物生長階段與天候，彈性調整灌溉時機
適時適量灌溉，達成節水灌溉與提升農耕效率的目標。

農 業 新 知 專 欄

▲具有混合桶的肥灌系統 ▲直接注入式肥灌系統-定比稀釋器

▲直接注入式肥灌系統-進口
機種

▲直接注入式肥灌系統-本場研
發之機種

▲採用PE管內部有細小流道滴帶
的土耕滴灌

▲採用微噴頭的介質耕噴灌 ▲採用滴箭的土耕滴灌


